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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公告
经市人民政府批准袁定于 2020

年 10 月 20 日至 2020 年 10 月 30
日在江西省公共资源电子交易平
台--江西省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
网上交易系统公开挂牌出让江西
省瑞金台商创业园 N-04 地块尧红
军大道东侧 KC02-A03-01 地块尧
绵江路北侧 LCQ13-H03 地块等
三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袁详情查
阅江西省公共资源电子交易平
台--江西省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
网上交易系统袁 网址院http://jxgtjy.
jxsggzy.cn/ 电话院0797-2557967

瑞金市自然资源局
2020 年 9 月 30 日

工亡认定结果公示
梁怀荣袁 男袁 瑞金市振兴铜业有限公司职工遥

2020 年 9 月 10 日 19 时在瑞金市振兴铜业有限公
司车间工作袁20 时 10 分左右感身体不适后回宿舍
歇息遥 9 月 11 日 6 时 40 分被发现浑身冰凉趴在宿
舍床边上遥同事拨打 120 急救电话后袁由急救车送往
瑞金市人民医院抢救袁经抢救无效当日宣布死亡遥

2020 年 9 月 15 日袁 本公司向瑞金市人社局提
交工伤认定申请袁9 月 30 日袁 瑞金市人社局作出瑞
人社伤认字也2020页106 号叶工伤认定决定书曳袁认定
梁怀荣死亡符合叶工伤认定条例曳第十五条第渊一冤项
之规定的情形袁 现予公示遥 公示期为 2020 年 10 月
12 日至 2020 年 10 月 18 日遥 如有异议袁 请实名反
映院联系电话院0797-2323067遥

单位名称院瑞金市振兴铜业公司
2020 年 10 月 12 日

遗失声明
绎瑞金市象湖镇百信手机店遗失营业执照正本袁

注册号院360781600146572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象湖镇百信手机店遗失营业执照副本袁

注册号院360781600146572袁特此声明遥
绎骆友渊身份证号院360781198710092021)持有的个

人章遗失袁特此声明遥
绎谢寿明持有的瑞金市被征地农民证遗失袁证号院

ZD08030096袁特此声明遥
绎大柏地乡人民政府持有的林权证遗失袁 林权证

号为瑞金市林证字渊2013冤第 040000085 号袁声明作废遥
绎大柏地乡人民政府持有的林权证遗失袁 林权证

号为瑞金市林证字渊2007冤第 040000025 号袁声明作废遥
绎陈志洪持有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副本遗失袁

注册号院360781600216329袁特此声明遥

客家是中华汉民族中一支
民系袁主要分布在福建尧广东尧江
西三省交界的山区及广西尧贵州尧
四川一带遥 他们在举族大规模迁
徙尧扎根的同时袁继承和发展了汉
民族儒家孝文化的传统思想遥

一尧客家人勤劳俭朴尧道德优
良和公正诚实的特性是儒家孝文
化熏陶的结果遥

勤劳勇敢尧俭朴诚实的客家人
祖祖辈辈传诵着舜野孝感天地冶尧董
永野卖身葬父冶和蔡顺野拾椹供亲冶
等孝道故事遥 客家传统汉剧和木偶
剧也都长期演出富于孝悌精神的
叶兰继子曳尧叶打金枝曳等节目袁客家
儿郎在野孝道冶思想基础上形成了
一种善与恶尧美与丑尧公正与偏私尧
诚实与虚伪和孝与不孝的道德观
念遥 在这种道德观念影响下袁他们
形成了忠厚正直尧诚实谦虚和明辨
是非的个性遥 这种观念纯正尧道德
优良的客家人是在历代祖先长期
坚持孝文化熏陶的结果遥

二尧野照顾好老年人饮食起
居袁让老年人心情愉快冶是客家人
千百年不变的敬老风俗遥

在当年的农业经济社会里袁
长者经历的事情多经验也自然丰
富袁大事由长者裁定遥这些行为准
则是客家人遵循了 野孝子之亲事

也袁 居则致其敬冶 的古圣人教诲
吧浴 老年人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项
内容就是需要精神愉快遥 为了做
到这一点袁 客家后辈们一般在农
耕经商之余都会抽出时间陪老人
坐坐袁 同老人讲述外头新鲜有趣
的事遥他们从精神慰藉角度袁让老
年人享受天伦之乐袁以实现野养则
致其乐冶的同时袁更注重野病则致
其忧冶的孝心遥

三尧 勤劳节俭的客家妇女不
仅是持家能手袁 更是孝敬公婆的
楷模遥

由于客家男子大多是走读书
求职或贩运经商之路袁 繁重的农
田耕种和养儿教子尧 扶助老人的
事就自然而然地落在妇女肩上遥
客家妇女劳动出色袁 孝敬公婆也
无可挑剔遥 那种真诚侍奉尧充满责
任感的孝敬之情袁 在客家民系中
如今也还比比皆是遥 出洋过番(南
洋)的丈夫八年不归袁十年不见袁她
们也能遵规守矩维持家庭袁 孝敬
老人遥 客家妇女在侍奉公婆长辈
方面犹如家务劳动一样袁 尽善尽
美地发扬了祖国儒家野孝道冶文化遥

四尧 隆重的丧葬场面和肃穆
的祭祖仪式是客家人孝敬先人的
庄重活动遥

野丧则致其哀冶遥 闽西客家就

一直流传这么一句话院野生要生在
苏州杭州(幸福美满繁华之地)袁死
要死在福建客家汀州 (古时汀州
府属八县均为客家人)遥 野祭则致
其严冶袁客家人祭祀祖先一般一年
两次袁 从本姓村子的宗祠始祖至
历代祖宗墓地袁 有的阵容之庞大
难以形容遥这种隆重的祭祀活动袁
已在客家居住地闽粤赣山区延续
了千百年之久遥

五尧 改革开放的历史巨变年
代里袁 孝文化的思想精髓依然在
客家民系中发扬光大遥

改革开放 28 年来袁中国社会
发生了巨大变化袁单就农村而言袁
大量农民进城务工袁 大量农家迁
往城镇噎噎期间袁 孝文化的传统
思想和行为也发生了变化遥 客家
民系近年从中小学起开展了 野尊
老敬老助老冶活动袁学生阅读敬老
故事写尊老作文袁 舆论界宣传孝
敬老人的故事和道理袁 政府提倡
孝亲 野好儿子冶尧野好媳妇冶袁 签订
野老年赡养协议书冶袁 成立村级老
年协会等遥同时袁客家民系延续孝
文化精髓也体现在近年的修谱热
潮中遥盛世修谱是中国一大传统袁
通过客家各姓氏族谱袁 把孝文化
的内涵用文字形式记载出来袁代
代相传下去遥 郭厚全

郑獬(1022-1072)袁字毅夫袁号云谷袁
北宋文学家袁政治家遥 江西宁都梅江镇西
门人袁 因他的祖父前往湖北安陆经商袁便
寄居于此遥

郑獬从小学习刻苦袁勤奋上进袁1052
中湖北乡试举人袁次年袁赴京会试袁经殿
试中进士一甲一名袁即状元遥 此后袁任陈
州(今河南淮阳)通判袁荆南(今湖北江陵)
和开封知府袁后入朝为度支判官袁入值集
贤院袁主持修撰皇帝起居注袁起草诏诰袁
享正三品遥

熙宁二年(1069)始袁宋神宗以王安石为
宰相袁推行新法袁郑獬对新法多有指责袁那
些对他有积怨的官吏便把他当成司马光的
同党袁于是郑獬被罢官遥直到御史中丞吕诲
上疏宋神宗袁为他鸣不平袁这才让他调任开
封代知府遥

在开封府任上袁郑獬与王安石分歧
增多袁矛盾愈大袁因而激怒了王安石遥 在
任中袁平民喻兴偕妻谋杀一妇人袁未按
新法处置袁王安石遂借此为由袁将他调
出开封府袁降为侍读袁享受正七品袁出任
杭州知府遥 不久袁调任青州知府遥 这时袁
青苗法正在施行袁郑獬痛心地说院野我只
看到青苗法的害处袁实不忍心看到无罪
之人触及刑律遥 冶于是袁以有病为由辞官
退隐遥

郑獬为官清廉袁家贫子弱袁死后竟无力安葬袁灵柩
停于寺庙长达 10 年袁 直到周守腾任安州知府时才出
面为其落葬遥 又数年后袁郑獬之子郑宣义带领全家从
安陆返回宁都袁并扶其先人灵榇归葬在县城西郊蔚背
岭遥

郑獬善诗文袁叶宋史曳称其野词章豪伟峭整袁流辈莫
敢望冶遥 所著叶郧溪集曳三十卷袁叶觥记注曳尧叶幻云居诗
稿曳各一卷并行于世遥 台轩

儒家“孝文化”在客家民系中的继承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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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示
江西仁信劳务有限公司赣州分公司 负

责人院万士红袁公司性质院民营企业袁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院91360781MA38Y03M4L袁 机构住
所院 江西省瑞金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长征大道
行政审批中心 2 号楼 3 楼袁 人力资源服务业
务范围院职业中介遥

江西仁信劳务有限公司赣州分公司以诚
信尧实力和产品质量获得业界的高度认可遥欢
迎各界朋友莅临参观尧指导和业务洽谈遥

江西仁信劳务有限公司赣州分公司
2020 年 10 月 1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