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昌院

成立退役军人志愿者服务队
近日袁 会昌县举行退役军人志愿者服务队启动

仪式遥退役军人志愿者服务队的成立袁不仅能让更多
有需要的人获得帮助袁 也为广大退役军人志愿者提
供了一个奉献爱心尧传播正能量的平台遥

据了解袁 会昌县退役军人志愿者服务队是由该
县退役军人自发组成的公益性组织袁目前已有 43 名
退役军人自愿报名参加遥 退役军人志愿者服务队能
充分发挥退役军人野退役不退志袁退伍不褪色冶的模
范带头作用袁 让退役军人的服务工作得到进一步延
伸和细化遥 志愿者服务队将继续发扬部队 野以老带
新冶的传帮带作用袁让退役军人回到地方后能第一时
间找到归属感袁实现从部队到地方的角色转换袁在创
业就业尧帮扶解困上为战友提供野最后一公里服务冶遥
同时袁能为该县退役军人尧军烈属等涉军群体提供更
多的志愿服务袁为政府分忧袁为战友服务袁传播社会
正能量袁切实维护退役军人的良好形象遥 杨新

于都院

推动主题教育深入开展
近日袁在于都县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里袁人

头攒动袁 红军后代李金生动情地讲述着长征历史和
感人故事袁让游客和市民接受革命传统教育遥于都县
传承红色基因袁 采取系列措施推动主题教育深入开
展遥

该县聚焦红色文化资源袁 创新主题党日活动形
式袁邀请老红军上党课袁开展野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冶学
习体验活动尧野长征永远在路上冶巡回报告会袁让党员
干部加深对初心和使命的理解遥 目前袁该县开发野不
忘初心尧 牢记使命冶 红色基因教育培训研学路线 7
条袁精品红色课程 29 节曰参加红色教学点主题党日
活动的党员干部 2.3 万人曰长征源合唱团深入农村尧
学校尧社区尧红色文化基地等场所传唱叶长征组歌曳10
余场曰红军后代尧小红星讲解员在长征渡口等革命旧
址为游客义务讲解红色历史 3000 余场次遥 徐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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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5 日一大早袁 不到10 平方米的象湖镇红都大
道社区健康小屋内就满满当当地挤进了十来位群众袁他
们正在等待接受测量血压血糖尧咨询专家等服务遥

红都大道社区是典型的老旧居民区袁 共有居民
4632 户袁其中 70 岁以上老人就达 560 多人袁兼具老年人
多尧困难户多尧残疾人多等特点袁健康小屋位于红都大道
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一楼袁 绿色的标牌要要要野健康小
屋冶格外引人注目遥

据一名红都大道社区医疗志愿者介绍袁为了让社区
居民袁尤其是中老年高发病群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切
切实实的医疗服务袁今年年初开始袁在市委组织部和上
级领导的推动下袁红都大道社区便牵头与党建共建单位
共同谋划建设健康小屋遥

健康小屋整合了城北社区医院等几家医疗机构和
文明瑞金志愿者联合会医疗志愿者健康咨询工作室袁与
其他小区不定期不定时开展义诊活动遥健康小屋实行周
二至周五的坐班袁每隔半个月会邀请各大医院专家进行
义诊遥 健康小屋提供的服务都是免费的袁他们通过轮值
的方式袁开展免费测量血压血糖尧健康评估尧专科咨询等
服务袁 让社区居民足不出社区即可享受全免费健康服
务遥

野你可别小看这个健康小屋袁 里面坐诊的医疗志愿
者袁都是医院里诊疗水平较高尧经验丰富的医师遥 冶一位
等待咨询专家的居民对医生的业务水平给予了充分的
肯定遥 据了解袁从 7 月 1 日开放到现在运行 4 个多月以
来袁健康小屋深受社区居民好评遥

野现在我来这里量量血压尧测测血糖袁这个小屋建起
来后袁免去了我们看病求医的麻烦遥 冶今年 70 岁的社区
老人王阿婆说袁 现在在家门口就能检测自己的身体状
况袁对于高血压尧糖尿病等慢性疾病可以进行早发现早
干预遥

杨北安是健康小屋的医疗志愿者袁他说袁这个健
康小屋是社区开展惠民服务的新探索袁它的设立袁可
以使得社区老人和行动不便的残疾人能够得到及时
的健康服务袁解决社区居民健康管理野最后一公里冶
问题袁为真正实现野小病在社区尧大病进医院尧康复回
社区冶诊疗模式做出积极贡献遥 他还表示袁今后健康
小屋将从硬件功能上作进一步的提升袁 添置一些既
具科普教育意义又实用的健康检测服务设备袁 来拓
展健康小屋的功能袁打造更优质的服务袁让社区居民
更加满意遥

10 月 21 日晚袁叶榜样 4曳在中
央电视台综合频道首播袁 笔者观
看完节目后激动不已袁 心情久久
不能平复遥 榜样的精神是如此熠
熠生辉袁 照亮了广大党员干部的
心灵袁温暖了亿万的人民群众遥 学
习榜样精神袁 广大党员干部应当
从我做起尧从现在做起袁以实际行
动践行为人民谋幸福袁 为民族谋
复兴的初心遥

继承榜样精神袁 要始终对党
忠诚遥 野党指挥到哪里袁就打到哪
里遥 冶是张富清践行一生的誓言遥
他一辈子坚守初心尧不改本色袁在
部队保家卫国袁到地方为民造福袁
诠释了以身许国的一腔忠诚遥 作
为新时代的党员干部袁 面对新形
势下的各种严峻挑战袁 要保持坚
定的政治定力袁 做到对党永远忠
诚曰要树牢野四个意识冶袁坚定野四
个自信冶袁坚决做到野两个维护冶曰
要坚决抵御克服 野四大危险冶袁做
政治尧思想尧行动上的明白人袁才
能长风破浪济沧海遥

继承榜样精神袁 要始终为民
服务遥 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冶是

我们党永恒不变的主题和承诺袁
隋耀达同志就是一位践诺的典型
代表遥 他动员全家人搬到乡下袁扎
根农村开展扶贫工作袁 改善了共
村学校教学条件袁 带领全村党员
和贫困户成立合作社共同致富遥
广大党员干部要把人民二字装在
心中袁牢记党的初心使命袁牢记公
仆的为民之心袁 始终保持同人民
群众的血肉联系曰 要以百姓心为
心袁始终将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中袁
为民服务解难题袁 把群众的满意
度作为衡量工作成效的最重要标
准袁答好时代考卷遥

继承榜样精神袁 要始终克己
奉公遥 叶榜样 4曳中介绍的李连成袁
自担任村支部书记起袁 没有喝过
村里的一滴酒袁 没有乱花村里的
一分钱袁 连自己在村企业使用的
办公用品都是从家里带去的遥 看
似小事袁 却折射出一名党员干部
清正廉洁尧克己奉公的野正能量冶
形象袁正所谓野廉生威冶袁在人民群
众中树立了威信遥 广大党员干部
要以其为榜样袁 树牢遵纪守法意
识袁 自觉接受组织和人民群众的

约束和监督袁坚决不踩野红线冶袁不
碰野底线冶袁不打野擦边球冶曰管好自
己的心袁不该想的不要乱想袁管好
自己的嘴袁不该吃的不要乱吃袁不
该说的不要乱说袁管好自己的手袁
不该拿的不要乱拿袁 管好自己的
脚袁不该去的不要乱去袁做人民满
意的野勤务员冶遥

继承榜样精神袁 要始终干字
当头遥 野空谈误国袁实干兴邦遥 冶探
月工程嫦娥四号任务参研参试人
员就是立下愚公移山之志袁 一年
接着一年干尧一任接着一任干袁做
出了不平凡的业绩遥 党员干部始
终要以野干冶字当头袁要肯干袁做一
名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尧 关键时刻
站得出来尧 危急关头豁得出来的
新时代奋斗者曰 要实干袁 不在言
多袁不要满腹牢骚尧抱怨袁心实手
勤脚踏实地袁一步一个脚印袁积跬
步以至千里尧积涓流以成江海曰要
苦干袁 敢于迎难而上尧 敢啃硬骨
头曰要能干袁懂得学习的重要性袁
在实干苦干中讲究方式方法和与
时俱进袁达到野四两拨千斤冶的效
果遥

银11 月 6 日袁 瑞金人民纪
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 88
周年尧长征从瑞金出发 85 周年
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活动在叶坪红军广场举
行袁来自全市 20 多个民间团队
的 500 余人参加遥 大家怀着崇
敬的心情袁 瞻仰红军烈士纪念
塔袁向先烈们三鞠躬尧默哀袁之
后齐唱红歌袁 表达继承革命传
统尧 走好新长征路的坚定信
念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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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小屋暖心窝

为榜样继精神，为国家谋复兴
阴陈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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