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渊记者温庆本冤我
市将对 2020 年村 级 集体 经
济经营性收入预计达不到 5
万元的村袁即野集体经济困难
村冶袁以村级集体资源或资产
入股市乡村振兴公司袁 享受
经营收益分红的方式进行扶
持遥

为促进村级集体经济发
展, 增加集体经济困难村的经
营性收入袁 我市计划从 2020
年至 2022 年, 共三年时间袁把
全市集体经济困难村的集体
资源或资产进行盘活袁统一进
行经营赢利遥 入股方式是村集
体负责盘活建设用地尧办公用
房尧闲置的校舍尧厂房尧仓库等

集体资产, 以及未承包到户的
山林尧土地尧荒山尧荒坡等集体
资源, 各级财政投入兴建的水
利尧交通尧文教尧卫生等公益性
设施 (简称野三资冶),打包交给
市乡村振兴公司进行统一经
营遥 赢利后袁市乡村振兴公司
按照各村入股规模, 按每村每
年不低于 5 万元的标准支付
经营收益分红遥

目前袁各乡镇党委对所辖
各村本年度集体经济经营性
收入进行评估, 核实集体经济
困难村袁备好佐证资料袁逐级
申报遥 之后将由市相关部门组
织核验袁并邀请第三方评估公
司进行评估核算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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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记者刘俊良冤1 月 7
日袁瑞金市残疾人联合会第一次代
表大会召开遥 会上袁11 人获得大会
表彰袁被分别授予野助残模范冶野最
美残疾人冶称号袁其中一人获野最美
残疾人特别荣誉奖冶遥

为进一步激发残疾人 野自尊尧
自信尧自强尧自立冶精神袁引导社会
各界大力弘扬人道主义精神和中
华民族传统美德袁2019 年袁 我市开
展了 野助残模范冶野最美残疾人冶评

选活动遥 经过有关部门推荐申报尧
市残联党组综合评审尧市人民政府
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审定袁最终评选
出 11 人为野助残模范冶和野最美残
疾人冶等遥 其中袁钟俊雄获野最美残
疾人特别荣誉奖冶曰朱慧英尧朱军尧
林锦煌尧颜明顺尧周显华等 5 人获
评为瑞金市第一届野助残模范冶曰邓
大庆尧袁玉强尧黎新发尧郭检发尧杨
春明等 5 人获评为瑞金市第一届
野最美残疾人冶遥

近年来袁我市认真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残疾人事业的系
列重要论述和党的扶残 助 残 政
策袁以帮助残疾人康复尧就学尧就
业袁 创造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
活条件为重点袁开拓创新尧锐意进
取袁 全市残疾人事业取得了长足
进步和发展袁残疾人野自尊尧自信尧
自强尧自立冶精神得到充分激发袁
形成了全社会扶残助残的浓厚氛
围遥

银1 月 4 日袁 市体育馆前的五环雕塑上一群孩子
在上面攀爬遥 体育馆工作人员呼吁袁这种攀爬行为很
不文明袁希望广大老师和家长加强教育袁提升学生文
明意识和素养遥 本报记者刘芬摄

有一名教师袁为响应
国家号召袁从温暖湿润的
南国小城瑞金前往西北
边陲的新疆阿克陶县支
教遥风沙大尧空气干燥尧地
震频发尧极寒天气噎噎种
种的不适应没有把他吓
倒遥 一年半的支教期满
后袁他回到家乡袁却依然
盼望着重回那个遥远的
地方袁因为他已经与学生
们结下了深厚的感情遥他
就是瑞金三中援疆支教
教师黄诚遥

光荣入选

黄诚是瑞金三中总
务处副主任袁同时是该校
初中历史教师遥他告诉记
者袁自己不远万里前往新
疆阿克陶县支教一事袁还
得从 2018 年夏天说起袁
那时候袁全国要组织万名教师到新疆和西藏进行
支教遥听到这件事后袁他立即报了名袁经过学校推
荐尧 市教育局初步确定人选并上报设区市教育
局袁再由省教育厅对有关人员进行考察袁最终袁黄
诚如愿以偿袁成为全国首批万名援疆援藏支教教
师遥

他说袁自己报名的原因很简单袁就是源自于
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袁既然国家需要袁而自己也
有这个能力袁就想着为国家做点事遥 就像歌曲
叶帕米尔要要要我们的第二故乡曳里的歌词一样院
为国家分忧袁为新疆奉献袁为江西争光袁为人生
添彩遥

难忘经历

阿克陶县地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南部袁帕
米尔高原东部袁西部尧西南部分别与吉尔吉斯斯
坦和塔吉克斯坦接壤袁 对于国内大多人来说袁这
是一个陌生的远方遥 同样袁黄诚去之前也对当地
并无多少了解袁脑海中浮现的多是野遥远冶野干旱冶
等词汇遥

黄诚从瑞金坐火车到南昌袁再与全省的支教
教师乘飞机从南昌飞到乌鲁木齐袁经过转机到喀
什后袁最后坐汽车到阿克陶县遥就这样袁他开始了
支教生涯遥

阿克陶县属少数民族聚集区袁辖区人口以柯
尔克孜族尧维吾尔族等民族为袁普通话普及率低袁
沟通起来存在很大困难遥 为了让学生听懂袁掌握
知识点袁黄诚于是放慢语速袁尽量让学生明白自
己的意思袁并多运用一些形象的语言袁这样便于
学生理解遥

风沙大尧空气干燥尧地震频发尧极寒天气噎噎
这些恶劣的环境与湿润秀美的家乡瑞金相比袁简
直就是两种世界遥然而袁这些他都甘愿忍受袁只为
了完成自己的使命遥

由于离家远袁他只能利用空闲的时间袁和家
人打电话尧聊微信遥 在支教期间袁他只在 2019 年
寒假和暑假回过家遥

不舍情缘

在学校支教期间袁黄诚工作兢兢业业袁想得
最多的是如何提高学生的知识水平遥在一年半的
支教时间里袁他获得野优秀支教教师冶野优秀工作
者冶等诸多荣誉遥此外袁他还参与当地历史试卷的
命题工作噎噎所有这些袁都是对他的工作态度和
能力的最好肯定遥

他说袁当地的孩子非常淳朴袁对老师尊敬有
加袁即使是不认识的老师也会用不太流利的汉语
打招呼遥

时光飞逝袁 转眼之间一年半的支教期到了袁
前几天袁结束了支教期的黄诚回到瑞金遥 当得知
他要回家乡时袁他教过的学生一个个与他相拥而
泣袁对他流露出难舍难分之情袁并希望他回到阿
克陶支教遥

首批援疆援藏支教教师完成了使命袁 紧接
着袁 第二批援疆援藏支教教师又在紧张的遴选
中遥 黄诚说袁他还想去袁他舍不得这些孩子袁他想
通过自己的努力袁提升边疆的教育水平袁为孩子
们铺设希望的康庄大道遥

为残疾人事业添砖加瓦
11 人在瑞金市残疾人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获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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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上接第 1 版冤事实证明袁有党中央的
集中统一领导袁 有制度优势的充分发
挥袁我们就能凝聚起野逢山开路尧遇水
架桥冶的合力袁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伟大胜利遥

江河之所以能冲开绝壁夺隘而
出袁是因其积聚了千里奔涌尧万壑归
流的洪荒伟力遥 实现 2020 年各项既
定目标的信心和底气袁来自于亿万人
民的奋斗和拼搏遥 回首过往袁正是亿
万人民胼手胝足的奋斗袁开辟了通往
美好生活的康庄之路袁以勤劳尧智慧
和拼搏改变了我们国家的面貌遥 今
天袁数以百万的驻村干部尧第一书记
和困难群众想在一起尧 干在一起袁无
数劳动者尧创业者为了幸福生活挥洒
汗水袁 各行各业的人们都在努力奔
跑尧一起追梦袁神州大地上处处跳动
着发展的音符尧 处处都是活跃的创
造遥 在追梦的脚步声中袁新的希望在
生长遥

站在 2020 年的入口袁我们已经能
够眺望到胜利航船的桅杆尖头袁只要
再进一步袁 就能够迎来梦想成真的
时刻遥 葆有野咬定青山不放松冶的定
力袁坚定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信心袁
焕发野越是艰险越向前冶的干劲袁我
们就一定能够以人民认可尧 经得起
历史检验的成绩袁 让全面小康的梦
想照进现实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