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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年春节，彰显家国同心的力量
阴张向阳

野共欢新故岁袁迎送一宵中遥 冶春节凝
结着赓续相传的文化基因袁承载着最温暖
的情感记忆遥 在很多人心中袁牛年春节特
别而又温馨遥 就地过年的奉献尧文明过节
的担当尧默默无闻的坚守尧温暖实在的保
障袁让牛年春节有着一样的安心放心舒心袁
更彰显出家国一体尧家国同心的深厚力量遥
在境外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尧我
国野外防输入尧内防反弹冶任务仍然艰巨
的背景下袁每个人都自觉做好防护袁构筑
成春节防疫的强大屏障遥 很多人响应号
召尧就地过年袁不能在除夕夜与家人围坐
一起吃年夜饭袁 但充满期待院野等春暖花
开袁再和家人一起团聚浴 冶很多人宅家过
年袁主动减少走亲访友袁少了亲朋相聚的
热闹袁多了守望相助的力量遥 健身器材尧
萌宠服饰尧图书成为野90 后冶消费者的新
野过年三件套冶曰野云上冶 守岁袁 短视频拜
年袁让祝福不少尧亲情不减曰曾经过年返
程野晒爸妈塞满的后备箱冶袁如今变成野晒
爸妈寄来的年货冶遥 选择就地过年袁或是

尝试具有野仪式感冶的春节新体验袁某种
意义上是在成就大我袁 是在用个人和家
庭的担当为国家防疫大局做贡献袁 这样
一种家国情怀值得呵护袁 这样一种担当
精神值得珍视遥
与此同时袁 各地各单位不仅努力做
好春节防疫袁 更确保节日期间民生有保
障袁让返乡过年者顺心袁让就地过年者暖
心遥春节假期期间袁不少城市免费开放公
园尧景区袁以及部分公共文化馆尧图书馆尧
博物馆及体育场馆袁 想方设法满足就地
过年人员的精神文化需求曰 一些地方出
台激励措施袁提供消费券尧补贴房租袁以
岗留工尧以薪留工袁发放节日礼包袁丰富
业余生活噎噎实惠多多尧 诚意满满的新
春野礼包冶袁让在外的人感受到野家冶的温
馨遥 各地提前谋划袁拿出超常规的举措袁
以全方位的服务袁让空巢老人尧留守儿童
等群体度过一个安全尧 舒心尧 祥和的春
节遥 从野有力度冶的春节疫情防控袁到野有
温度冶的民生保障举措袁都体现了国家对

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呵护袁
呈现出野家是最小国袁国是千万家冶的价
值理念袁 更彰显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遥
无论是防疫还是过节袁 都离不开每
一位坚守者的大爱和担当遥这个春节袁从
白衣为甲的医护人员到无私奉献的志愿
者袁 从清扫街道的环卫工人到日夜坚守
的社区干部袁 从保家卫国的边防官兵到
巡防值守的人民警察袁 从确保春运通畅
的交通一线员工到守护灯火通明的供电
系统职工噎噎无数个野我冶组成野我们冶袁
无数个野小家冶组成野大家冶遥 至真至深的
家国情怀袁就沉淀在这些野舍冶和野守冶里袁
也正体现在各行各业工作人员节日期间
的坚守岗位和无私奉献里遥 春节的魅力
不仅仅在于亲人的相聚相拥袁 也在于对
家人的守护尧对国家的担当遥
在传统文化里袁 春节本身就是一个
连接家与国的时间节点袁 人们在辞旧迎
新之中守护共同记忆和共同价值遥 对于

中国人而言袁家国一体尧家国同心袁始终
是每个人内心不变的家国情怀袁 始终是
流淌于血脉里的文化基因袁 始终是中华
民族薪火相传尧战胜困难的文明逻辑遥过
去一年袁中国能够妥善应对疫情冲击袁能
够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
经济体袁 正是因为国家命运与个人前途
同频共振袁无数普通人挺身而出尧义无反
顾袁生死较量不畏惧尧千难万险不退缩袁
汇聚成一个泱泱大国战胜风险挑战的强
大合力遥进入野十四五冶时期袁开启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袁 这样一
种家国一体尧家国同心的力量袁仍将是中
国战胜各种风险挑战的重要依托袁 推动
中国在复兴之路上行稳致远遥
跨越时间的长河袁 家国情怀绵绵不
断遥回看旧岁袁个人冷暖尧集体荣辱尧国家
安危融为一体袁铸就起团结一心尧众志成
城的强大精神防线遥谋划新年袁我们更坚
信院春暖花开袁相聚可待曰山河无恙袁未来
可期遥
渊文章来源院人民网冤

意外的暖心餐
阴本报记者钟剑灵

春节前后袁华融瑞金希望小学开展关爱留守儿童活动袁让在外就地过年的父母
放心过年袁让留守儿童温暖过年遥 老师们给儿童送书包袁教儿童写春联袁帮助儿童连
线父亲和温习防疫知识袁共进一顿爱心餐遥 图为该校老师正在教小朋友包饺子遥
赖灵 本报记者吴志锋摄

2 月 15 日至 17 日袁团市委尧瑞金青年志愿者协会携
手爱心企业乐天雅食府开展野青春暖行窑为春节一线执勤
交警送温暖冶活动袁向瑞金 4 个高速出口的执勤交警送去
暖心餐遥
乐天雅食府负责人曾庆文介绍袁 本次活动送的暖心
餐包括午餐和晚餐袁每餐送出 50 余份袁目的就是让春节
假期在一线执勤的交警能吃到热腾腾的饭菜袁 同时也尽
一份企业的社会责任遥 此外袁还分别为在 4 个高速出口执
勤的交警送去 4 件矿泉水遥
春节期间袁我市交管部门全员出警尧全员上岗袁每天
坚守岗位袁对超重尧超员尧非法改装等交通违法行为进行
严厉查处袁保障交通安全袁让全体市民过上一个安乐祥和
的节日遥 这时候人员流动量大袁工作强度也大袁但对交警
来说袁这是自己的份内之事袁根本没有想到会有人会来送
餐遥 当看到爱心人士送餐到自己身边时袁许多在场的交警
赶到十分意外和惊喜遥 野我们工作虽然辛苦袁但这是自己
的职责袁看到这么多好心人过来袁说明社会各界对我们很
关注很关心袁我们再辛苦也值得遥 冶吃上爱心餐的交警们
纷纷表示遥
乐天雅食府是我市知名餐厅袁 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和
美誉度遥 在不断发展过程中袁企业也不忘回报社会袁经常
性地开展公益爱心活动袁如 2019 年 7.14 洪灾后袁该食府
为受灾严重的云石山乡陂下村的几百名灾民送去了爱心
餐曰2020 年国内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最为严峻的时候袁
曾庆文召集后厨员工复工袁 在做好疫情防控措施的前提
下袁为奋战在一线的党员干部尧志愿者们免费提供一日三
餐遥

攻坚不畏难 苦战为争先
渊上接第 1 版冤
不断培育新业态新动能袁现代服务
业活力迸发
全面提振旅游消费市场袁成功承办
2020 年全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袁举办了
瑞金首届红色文化旅游节暨 2020 红都
创意生活嘉年华尧首届民宿产业发展大
会尧首届野红色文旅+社群经济冶创新发
展论坛和中华苏维埃提灯大会等重大文
旅活动袁在遭受疫情严重影响的情况下袁
全年游客仍然突破 1000 万袁 达 1205 万
人次遥 浴血瑞京景区获评国家 4A 级景
区袁 红都幸福花海景区入选国家 3A 级
景区袁我市荣获 2019 年度全省旅游产业
发展先进县市袁2018-2020 连续三年获
评中国县域旅游综合竞争力百强县市遥
现代物流快速发展袁赣闽商贸物流园认

定为省级现代服务业集聚区袁全市物流
企业达 89 家袁2020 年社会物流总额预
计达 250 亿元袁物流业增加值 6.7 亿元遥
康养事业稳步推进袁8 所区域性中心光
荣敬老院全部交付使用袁结合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配套建设城乡互助养老服务设
施袁已建成城乡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站
点 128 个袁 并启动建设城乡智慧养老服
务平台遥 电子商务健康有序发展袁电商
产业园新增入驻企业 31 家袁预计实现网
销额 3 亿元遥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提
升袁北京银行入驻瑞金袁举办了银企对接
会袁16 家银行与 132 家企业达成贷款合
作意 向 71.71 亿 元 袁 现 场 签约 金 额 达
43.56 亿元遥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袁乡村振兴

稳步推进
全力抓好粮食生产袁 翻耕撂荒地
4000 余亩袁完成播种面积 52.11 万亩遥深
化三产融合袁打造高标准农业全产业链
条袁引进正大百万头生猪全产业链尧深圳
德保果蔬全产业链项目袁做大做强绿色
食品产业遥 推进生猪复产增养袁全市生
猪存栏 25.6 万头尧 出栏 43 万头袁 列入
2020 年省级生猪调出大县名单遥 大力发
展富硒产业袁新检测确定 8 个含硒乡镇袁
建成百亩规模以上的富硒农业产业基地
30 个遥 突出抓好蔬菜尧脐橙尧油茶尧白莲尧
烟叶等主导产业袁新增大棚蔬菜 7000 余
亩尧脐橙 2.6 万亩尧油茶 1.05 万亩袁白莲
2800 亩尧烟叶 1.25 万亩袁蛋鸭尧肉牛尧鳗
鱼尧蜂蜜尧香芋尧可食用无刺玫瑰等农业
特色产业加速壮大遥

此外袁我市以野两城同创冶为抓手袁在
新型城镇化尧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发力攻
坚袁取得群众满意的亮眼成绩单遥 一年
来袁人民医院尧妇幼保健院尧野一江两岸冶
基础设施尧棚改返迁房尧城乡学校建设等
民生工程扎实有序推进袁完成 23 个老旧
小区改造袁新建城区公厕 22 座尧乡镇公
厕 28 座袁提升改造农贸市场 6 个袁打通
了桦林南路尧八一北路北延等一批野断头
路冶袁城市功能更加完善袁环境更加优美袁
顺利通过了省级卫生城市创建考核验
收遥备受瞩目的瑞金机场全面开工袁瑞兴
于快速交通走廊渊一期冤尧G206 瑞金日东
水庙至壬田罗汉岩景区公路尧城北滨江
大道等一批路网工程建成通车袁农村公
路升级改造提档加速袁 完成改造 188.85
公里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