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渊上接第 1 版冤抓紧开展人
员培训和应急演练遥 要做
好储备工作袁按照野五有三
严冶要求袁确保 9 月底前人
员到位尧设备到位尧设施到
位尧物资到位和能力到位遥
要加快补齐短板袁 加快发
热门诊改造升级袁 抓紧工
程项目建设袁 完善联防联
控机制袁 提高应对重大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和
水平遥

收听收看电视电话会
议后袁 我市紧接着召开全
市应对秋冬季疫情防控工
作会议遥 许锐主持会议并
讲话袁 吴建平就应对秋冬
季疫情防控工作进行安排
部署遥

许锐强调袁要按照省尧
赣州市疫情防控工作电视
电话会议精神袁提高认识袁
时刻紧绷疫情防控这根
弦袁 要慎终如始抓实抓细
常态化疫情防控各项工
作袁 持续保持我市疫情防
控良好态势袁 坚决防止疫
情反弹曰要严守疫情防线袁
尤其要强化关口风险防
控袁强化重点场所尧重点行
业风险防控袁 强化大型活
动风险防控袁提高发热门诊尧卫生院等野哨
点冶灵敏度曰要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袁加
快补齐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短板袁提升核酸
检测能力尧流调溯源能力尧应急保障能力袁
以及群众防范能力曰 要健全防控机制袁着
力完善高效顺畅的防控指挥体系袁要压实
全方位责任尧推进全过程督查袁确保我市
疫情零发生零扩散遥

吴建平在部署工作时指出袁思想上一
定要加强重视袁全力做好秋冬季疫情防控
工作曰要加快补齐短板袁提高应对重大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曰要贯彻落实好中
央尧省尧市决策部署袁强化核酸检测能力袁
推进医疗队伍建设袁 加快医院设备更新曰
责任必须落实到人袁各乡镇尧各有关部门
要抓好工作落实袁并做好监督检查遥

开创瑞金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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荨9 月 9 日晚袁2020 年江西省第六届全民
健身运动会渊瑞金赛区冤笼式足球项目选拔赛暨
瑞金市首届野文明杯冶职工五人制足球赛在金穗
小学旁笼式足球场开幕袁 市委副书记蓝贤林宣
布赛事开幕并开球袁市领导汤晓斌尧刘剑平出席
开幕式遥 据了解袁 将有来自全市各行业领域的
19 支队伍 263 名运动员参赛袁小组循环赛持续
至 25 日袁每晚 7 点在金穗球场进行袁决出六强
后将举行晋级赛遥

本报记者朱燕摄

温海峰是 80 后民警袁 中共党员袁
宁都县人遥 2010 年参加公安工作袁十
年来一直在叶坪乡派出所工作袁 因表
现突出袁 先后获评 野优秀共产党员冶尧
野执法办案能手冶等荣誉称号曰荣获个
人嘉奖一次尧集体三等功一次遥

2020 年 3 月 3 日 8 时许袁正在所
里值班的温海峰接到报警称袁 在绵江
河叶坪乡景区段袁 有一名女子因家庭
纠纷跳河自杀遥人命关天袁温海峰立即
带领所里的同事陈齐赶赴现场进行救
援遥

到达现场后袁 温海峰发现女子已
经跳入河中袁整个人泡在水中袁只有脸
部露出水面袁 随时有生命危险遥 危急
中袁温海峰不顾自己不谙水性袁穿上救
生衣毫不犹豫跳下河中遥 河道水深 2
米多袁温海峰借助救生衣的浮力袁奋力
地朝女子身边游去袁靠近女子时袁温海
峰发现女子已经被冻得意识不清袁便
一把死死地抱住她袁 费尽九牛二虎之
力才将女子救上岸遥

上岸后袁 温海峰顾不得自己身上
全身湿透袁一边轻拍女子袁一边与其攀
谈袁让女子保持清醒袁并让同事将警服
外套脱下为女子披上遥 后经 120 及时

抢救袁女子终于脱离了生命危险遥
野我是一名警察袁 也是一名党员遥

老百姓信任我袁需要我袁这就是我最高
兴的事情遥 冶作为一名驻 6 个村尧辖区
人口 1.7 万多人的社区民警袁 他十年
如一日袁把群众当成自己的亲人袁竭尽
所能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遥据统计袁十
年来袁 温海峰调处纠纷 1300 余起袁救
助群众 500 余人次袁在 2019 年民调评
警工作中袁 温海峰的成绩在全赣州
1000 余名民警中袁位列前 50 名遥

都说警察最亏欠的是家人遥 在群
众面对危难之时袁在百姓需要的时候袁
民有所呼袁温海峰必有所应遥可是在家
人需要他的时候袁他却野缺席冶遥

2020 年 1 月份袁疫情防控工作开
展以来袁 温海峰始终坚守在防疫第一
线遥 1 月 30 日上午袁
因叶坪乡田背村一武
汉返瑞人员谢某不配
合居家监测袁 温海峰
和同事便上门对其进
行劝导遥 工作正有所
起色时袁 温海峰的妻
子刚好打来了电话遥
为了不耽误进度袁温

海峰直接挂断了电话袁 继续与谢某交
谈袁半个小时后袁谢某终于消除紧张情
绪袁同意配合乡村干部在家进行监测遥

随后袁 温海峰才打开手机看到妻
子打来的三个未接来电遥 通话后才得
知袁 原来未满三周岁的儿子在上楼梯
时不慎摔跤袁有可能右手脱臼了袁因疫
情比较严峻袁 妻子想带孩子去医院看
看袁又比较担心袁想和他商量遥 同事问
他要不要请假回去看看时袁 温海峰看
了看手里的武汉返瑞人员名单袁 坚定
地摇了摇头遥第二天袁温海峰的妻子带
着儿子前往宁都县人民医院检查袁诊
断为右手桡骨骨折袁 晚上和儿子视频
时袁看着儿子打着石膏的右手袁听着儿
子稚嫩的声音野爸爸袁我疼噎噎冶时袁温
海峰流下了心疼的眼泪遥

忠诚警魂见初心
要要要记市公安局叶坪派出所民警温海峰

渊上接第一版冤加快推进教育重点项目建
设曰要积极支持民办教育发展袁把民办学
校建设纳入城乡规划曰 要大力发展职业
教育袁加快发展高职职业技术学院遥要始
终把提升质量作为教育工作的核心要
求袁全市各学校尧各位教师都要聚焦教育
教学质量提升袁有的放矢尧精准发力遥 要
始终把队伍建设作为教育工作的重要基
础袁 坚持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教育
的基础工程尧战略性工程袁努力建设一支
高素质专业化的新时代教师队伍遥 要始
终把改革创新作为教育工作的强大动
力袁破解教育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尧打通
群众反映强烈的痛点堵点遥

许锐强调袁要上好思政课袁深入推
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今主义思
想进校园尧进课堂尧进头脑袁特别是当前

要学习好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袁
讲好中国抗疫故事和伟大抗疫精神袁让
学生通过这次疫情深刻感受中国共产党
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
势袁厚植爱国情怀袁坚定野四个自信冶遥 要
重视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袁加强中小学校
心理健康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和心理健康
教育阵地建设袁保质保量开设好心理健
康教育课程袁不断培养学生积极健康心
理品质袁提高抗压能力遥 要注重引才留
才袁制定有针对性尧有吸引力的政策袁引
进更多骨干教师尧名牌教师尧特级教师遥

许锐最后强调袁教师是立教之本尧兴
教之源袁承担着许多孩子尧许多家庭的希
望袁更承担着我们瑞金的未来遥 广大教
师和教育工作者要坚守树人之志袁涵养

为师之德袁力行笃学之风袁常怀大爱之
心遥要在精神上耐得住寂寞袁生活上不追
求奢华袁笃定身心耕耘育人园地袁甘于坚
守尧甘为人梯曰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尧人
生观尧价值观袁涵养高尚道德情操袁保持
健康生活情趣曰要牢固树立终身学习理
念袁孜孜不倦地学习新知识尧新技能尧新
技术曰要胸怀大爱袁心存仁爱袁像呵护自
己的小孩一样关爱每一名学生袁关心每
一名学生的成长进步袁坚持有教无类袁因
村施教尧诲人不倦袁启迪智慧尧点化心灵袁
努力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袁成为学生健
康成长的指引者和引路人遥

吴建平在主持中指出袁教育是百年
大计袁各级各部门要站到事业长远发展尧
孩子们成长成才的高度袁真正重视教育尧
关心教育尧支持教育袁在全市营造尊师重

教的浓厚氛围曰家庭是第一课堂袁要努力
想办法补上这一课袁把家长学校办好袁教
科体局尧民政局尧卫健委尧各乡镇和社区
管委会袁要把这项工作抓细抓实尧抓出成
效曰体育是教育之本袁抓好体育是每一名
教育工作者尧每一名教师的本职袁教科体
局要牵头抓总袁 马上组织人员下到学校
进行检查指导袁 各个学校的体教融合工
作校长必须负总责袁按照现有的条件袁马
上组织学生野动起来冶袁大力深化体教融
合袁通过种种措施袁让学生得到更为全面
的发展遥

会上袁 优秀校长代表瑞金思源实验
学校张志明尧 优秀教师代表九堡镇小学
张文尧 高考工作先进个人代表瑞金二中
黄小东尧 山区教师代表日东乡幼儿园邹
斌分别作了交流发言遥

阴本报记者刘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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