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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3 次荣立三等功袁6 次受到营连
嘉奖袁2 次评为五好战士曰转业到矿山一
线后袁他兢兢业业尧勤勤恳恳袁多次评为
先进工作者尧优秀共产党员曰退休回原籍
后袁他又坚守初心尧热心公益......他就是
82 岁的沙洲坝镇河坑村参战退役老兵
占伟才遥

踊跃参军袁军营立功
占伟才 1938 年出生于沙洲坝河坑

村一户贫苦家庭袁家里除父亲尧母亲外袁
还有姐姐尧哥哥尧弟弟共 6 口人遥 小时候
的他吃尽了苦头袁在他 3 岁时袁父亲被国
民党抓乡丁的抓走袁活活打死在外面袁于
是母亲独自一人艰难地把兄弟姐妹四
人抚养长大袁一家人过着吃不饱尧穿不暖
的生活遥 1958 年 12 月袁20 岁的占伟才义
无反顾地报名参军袁 由此开始了军旅生
涯遥

他被分配在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县
某部队当通讯兵遥 服役期间袁 他艰苦朴
素尧积极向上尧英勇无畏遥 1960 年在部队
当班长袁 下士军衔曰1961 年 6 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袁 同年升为中士军衔曰1962 年

提为付排长职务袁上士军衔遥 在此期间袁
获得营嘉奖 2 次尧连嘉奖 4 次袁1961 年尧
1963 年被评为五好战士 袁1959 至 1961
年袁 连续三年荣获三等功袁1963 年参加
师代表会会议遥

1960 年 6 月袁 占伟才参加了炮击金
门岛的战斗遥 敌人的炮火打得最猛烈的
时候袁指挥所的电话线突然中断袁指挥员
无法指挥战斗袁他奋不顾身尧挺身而出前
去查线路袁很快就把电话线接通袁保障了
线路畅通无阻袁 使指挥员能及时准确下
达命令尧指挥战斗袁最终取得了战斗的胜
利遥

野电话线正好接通袁敌人的炮弹打过
来袁落在我旁边袁不幸我头部负了伤袁当
时我倒在地上袁 不省人事袁 鲜血往外直
流袁卫生员和几个战士及时赶到袁将我送
进医院治疗遥我头部负了重伤袁造成脑震
荡袁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治疗袁我出院回到
连队时袁战友们都站在门口迎接我遥 冶每
当谈起这段经历袁占伟才都心有余悸袁同
时感到无比光荣和自豪遥

转业一线袁矿山立业

1964 年 3 月袁占伟才转业分配在抚
州市乐安县核工业部国营 721 矿工作遥
进矿山工作后袁他发扬部队光荣传统袁工
作积极肯干袁 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
格要求自己袁不怕苦尧不怕累袁带领群众
努力完成上级交给的所有任务遥 他坚持
做到吃苦在前袁享受在后遥 1970 年初在
工地上班时袁他左手不幸负工伤袁左食指
断了半截袁伤还没有全愈袁他自己主动要
求出院回工地袁 回到单位和同志们一起
战斗袁一起上班袁得到了同志们的一致好
评遥

他服从组织安排袁干一行尧爱一行遥
1970 年 4 月厂矿把他调到机关办公室袁
做文书工作袁料理出专刊尧搞宣传等办公
室事务曰后来又安排他担任工资员袁每月
做工资发工资袁 还要管理科室的内勤和
外勤等工作曰1980 年又把他调到队里任
支部书记曰1988 年 8 月调任助理科长袁
直到 1993 年 5 月退休回原籍瑞金居住遥

告老还乡袁热心公益
占伟才退休回家乡瑞金后袁 居住在

象湖镇绵水路福星花苑的女儿家里遥 作
为一名共产党员袁他始终做到不忘初心尧
牢记使命袁尽力为村民谋利益遥尽管已经
退休袁他还经常关心家乡的公益事业袁或
捐资捐物袁或协调事务尧或进行监督袁只
要是村里公益事业建设袁 他都会积极参
与遥

2018 年 6 月袁当得知石井廉租房附
近没有设公交车站点袁不方便居民出行
时袁他积极主动向有关部门提出合理化
建议袁帮助草拟并提交叶关于解决 1 路
公交车开到石井廉租房门口的申请报
告曳袁得到市有关部门领导的高度重视袁
建议得到采纳批准袁 解决了附近居民的
出行难问题遥

占伟才袁 在部队英勇无畏尧 屡次立
功曰在地方兢兢业业尧任劳任怨袁始终坚
守着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遥

本报讯 渊记者钟剑灵冤日前袁
记者从团市委了解到袁11 月 10 日
下午袁野爱在赣鄱袁团团有约冶瑞金
市单身青年烧烤派对将在象湖镇
河背街社区渊原河背街小学冤举行遥

本次活动由共青团瑞金市委
主办袁创世纪情缘高端婚恋服务中

心承办遥活动将面向社会招募单身
男女各 30 名袁 符合以下条件均
可 报名 院 年 龄 20 周 岁至 40 周
岁袁有稳定工作袁有正确的择偶
观袁有较高的综合素质遥 活动内
容丰富多样 袁包括分组活动尧烧
烤派对 尧 才艺展示 尧 互动游戏

等遥 报名截止时间为 11 月 8 日
下午 4 点遥

活动的举行旨在拓宽单身青
年的沟通交流渠道袁 丰富单身青
年的业余生活袁 满足单身青年的
婚恋需求袁 倡导健康积极的生活
方式遥

野我们既要绿水青山袁也要金山
银山遥 宁要绿水青山袁 不要金山银
山袁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遥 冶
事实证明袁只有生态优美袁才能有绿
色生活尧美丽家园遥我们要像保护自
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袁 像对
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袁 才能在
宁静尧 和谐尧 美丽的氛围中沐浴阳
光尧感受清新尧享受自由遥

取之有度尧用之有节袁是生态文
明永远的真谛遥 自然生态跟人类一
样拥有有限的承受能力袁 在可承受
压力下精力旺盛尧活力无穷袁当承受
的压力过大时袁就会无精打采袁甚至
生命垂危遥 只有尊重自然尧 保护生
态袁才能取之不尽尧用之不竭袁一味
索取袁不懂保护袁不是长久之计遥 生
态兴则文明兴袁生态衰则文明衰遥杀
鸡取卵尧 竭泽而渔的发展方式没有
希望袁留下的只是不清新的空气尧不
干净的水尧病恹恹的躯体遥只有顺应
自然尧 保护生态的绿色发展才会拥
有光明未来袁既能享有丰富物质袁又
能遥望星空尧看见青山尧闻到花香遥

治山理水尧显山露水袁是我们对
自然最美的爱遥 平衡的生态四季如
画袁美得惊艳袁但她也很脆弱袁只有
用心呵护尧用情爱护尧用功保护袁才
能永远美丽动人遥 当前袁全球变暖尧
臭氧层破坏尧土地荒漠化等问题袁都是人类在发展过
程中袁肆无忌惮地破坏自然环境造成的遥 只有敬畏生
命袁才能更好珍视生命袁只有敬畏自然袁才能更好地保
护自然遥 爱自然袁自然才会爱我们袁治山理水袁才能显
山露水遥 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尧绿色发展之路袁世世代
代干下去袁子子孙孙保护下去袁才能青山常在尧绿水长
流尧空气常新遥

生机勃发尧生机盎然袁是自然对我们最好的馈赠遥
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尧在保护中发展袁严守生态保护红
线袁坚守环境质量底线袁养成简约适度尧绿色低碳的生
活方式袁 大自然必将用她那无穷的生机活力回馈我
们尧庇护我们遥 试想一下袁无论你走到哪袁都是山峦层
林尽染袁平原蓝绿交融袁城乡鸟语花香曰无论你身在何
处袁都是温暖的阳光尧舒适的气候尧清爽的微风袁这样
的自然袁这样的生存环境袁不正是我们心中的美丽家
园么遥

建设生态文明袁功在当代袁利在千秋遥 建设美丽家
园袁我们责无旁贷遥 地球母亲给了我们一个如此温暖
的家园袁我们要保护曰祖国山河给了我们一个如此丰
富多彩的生活袁我们要珍惜遥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袁从
自己做起尧从现在做起袁共同建设更加美丽的家园袁一
起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遥

为充分发挥食品快检设备作用袁强化食品安全风险尧隐患排查能力袁11
月 5 日袁市市场监管局特邀食品快检工程师到场授课袁讲授食用农产品快速
检验方法袁指导蔬菜类农药残留检测实践操作遥图为象湖分局工作人员正在
利用样品进行快检操作练习遥

杨悦 本报记者朱燕摄

锚定初心 矢志不渝
要要要记参战退役老兵占伟才

阴刘立瑞 本报记者钟剑灵

心
中
有
个
﹃
美
丽
家
园
﹄

阴

肖
文
伯

单身青年联谊活动甜蜜来袭
野爱在赣鄱袁团团有约冶瑞金市单身青年烧烤派对将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