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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坚克难 追求卓越
要记赣州市劳动模范尧金字电线电缆有限公司技术员吴景
要要
阴本报记者钟剑灵

有这样一名女性袁她出生于河
南农村袁后来嫁到瑞金遥 她发扬工
匠精神袁从野门外汉冶到业内专家袁
攻克了许多技术难题袁获得了瑞金
和赣州市级多项荣誉曰 前不久袁她
又获得一项重要荣誉要要
要赣州市
劳动模范遥 她就是江西瑞金金字电
线电缆有限公司的吴景遥
让妇女更多就业
大学毕业后袁 吴景进入广东省
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袁 从事玉米
遗传育种工作 5 年时间遥 因家里老
人小孩需要照顾袁她回到瑞金工作袁
加入江西绿野轩生物科技公司遥 出
生于北方的吴景袁从未接触过油茶遥
初来时袁 对油茶种植尧 加工一无所
知袁 吴景开始通过各种渠道与江西
林科院尧厦门农科院尧福建农大等多
所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沟通袁 请教
油茶种植技术袁 刻苦钻研油茶种植
过程中出现的难题遥 她还专门开辟
出一块实验田袁针对施肥尧修剪尧授
粉尧保花保果等都设置了不同试验袁
深入林间调查油茶树生长情况袁很
快成为油茶方面的专家遥
在学习油茶种植期间袁吴景鼓
励当地妇女同胞自力更生袁说服她
们加入油茶种植行列袁授予她们整
地尧整形修剪尧施肥尧杀虫等方法和
技巧遥 在赣南苏区振兴发展的背景
下袁吴景积极响应国家精准扶贫政
策袁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袁冈面尧瑞

从正月初二
开始袁 冈面乡乡
土文艺爱好者自
发组织了一个春
节拜年文艺演出
队袁 进村入户表
演 叶送宝曳叶铜钱
歌曳等传统节目袁
还结合当前疫情
形势袁 宣传疫情
防控知识袁 深受
群众欢迎遥 图为
演出队正在表演
节目遥

林尧丁陂留守妇女人数占留守人口
的 57%袁其中一半在吴景的组织和
发动下投入到油茶产业中遥 经过几
年的努力袁公司开发的油茶种植技
术得到了各级林业主管部门的高
度认可遥 由吴景发起的妇女团队达
400 多人袁 成为油茶种植的主要力
量遥 2016 年她也因此获得瑞金市
野三八红旗手冶荣誉遥
让茶油品质更高
2017 年袁吴景承担江西省重点
研发计划要要
要乙醇水提 法茶油生
产工艺关键技术的研究与产业化
项目研究袁与江南大学合作攻克专
利技术产业化过程中干法物理高
效破碎尧乙醇水溶液提取与破乳等
技术难题袁野水媒法提取油茶籽油冶
自此实现产业化应用袁建成全国第
一条 野水媒法提取油茶籽油冶生产
线遥 目前该提油技术已在生产中成
熟运用遥
在品质管理上袁吴景利用在农
科院学到的课题研究知识袁试验分
析油茶产业中鲜果剥壳尧 茶籽干
燥尧储藏尧精深加工到储藏全过程
的最佳条件袁找出影响品质的关键
因素袁制订每一环节质量控制指标
和管理办法袁开发一系列茶油检测

项目袁 规范茶油生产质量管理体
系袁 保障茶油品质,野让茶油成为最
健康尧最安全的食用油冶已经成为
现实遥 2017 年袁她获得了赣州市野五
一劳动奖章冶遥
让发展前景更广
由于茶油市场低迷袁油茶产业
化发展受阻袁吴景盯上了茶油提取
过程中的副产物要要
要皂角遥 皂角中
含有大量的茶皂素袁但皂角粘腻腻
的 袁看 相 不 好 袁保 存 尧携 带 也 不 方
便袁 而且里面也有茶油的特殊气
味遥 以往公司的皂角都是废弃物袁
有些工人就用皂角洗工衣袁发现洗
出来的工衣更亮更干净袁吴景看到
后袁觉得太浪费了袁就开始尝试把
皂角做成肥皂遥 闲暇之时袁吴景查
阅大量资料袁反复试验改进袁终于
在半年后成功做成第一块肥皂遥 实
验成功后袁很多人慕名而来袁皂角
一时供不应求遥 2019 年袁她荣获野赣
州市优秀科技工作者冶荣誉称号遥
今年袁吴景加入江西瑞金金字
电线电缆有限公司袁继续从事技术
类工作遥 现在袁吴景已融入金字电
线电缆这个大家庭袁看到了行业大
好前景袁她将不遗余力地贡献自己
的力量遥

向模范学习 与榜样同行

情与火同烈

蔡秀柱摄

壬田镇中心卫生院院

开展健康志愿服务活动
本报讯 渊杨晓文 记者邓雪萍冤
为引起人民群众对防疫的普遍关
注袁增强人民群众的防疫意识袁2 月
19 日袁壬田镇中心卫生院以野我们
的节日窑春节健康生活进万家冶为
主题袁组织医务人员党员志愿者先
后来到罗汉岩风景区及辖区内敬
老院开展党员志愿服务活动袁为人
民群众送去科学防疫知识以及健
康体检尧保健咨询尧常见病治疗等
义诊服务遥
在罗汉岩风景区游客服务区
活动现场袁一部分党员志愿者在现
场发放防疫及健康知识宣传手册袁

结合宣传内容进行问答互动袁为现
场游客讲解防疫知识袁口罩的选用
及正确的佩带方法袁 普及健康尧文
明的生活方式袁以此加强人民群众
对防疫知识的了解遥 还有一部分党
员志愿者则身着红背心袁沿着罗汉
岩风景区一路前行袁向游客科普抗
击疫情相关知识袁提醒游客加强自
我防范意识袁减少外出活动袁树立
战疫信心遥 同时志愿者们还指导游
客如何扫健康码及预约码袁对遇到
有不佩戴口罩或佩戴口罩不规范
的游客袁 志愿者们耐心地加以劝
导袁并示范口罩正确佩戴方式遥

在敬老院志愿服务活动现场袁
党员志愿者们为老人们测量血压尧
健康体检尧发放健康防疫宣传资料袁
并向老人宣传老年健康知识袁 引导
老年人进行自我健康管理袁 提升老
年人健康素养袁 让老人们切身感受
到党和国家的关怀和温暖遥
本次志愿服务活动有效帮助群
众了解和学习防疫知识袁 提高防疫
意识袁夯实了疫情防控基础袁进一步
丰富了春节期间群众文化生活袁让
人民群众度过一个科学防疫尧 欢乐
祥和尧健康平安的春节袁得到广大群
众的好评遥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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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上接第 1 版冤 当年毛泽东为解决群众饮水问题袁
带领大家挖的那口水井至今清澈如初遥
清冽的红井袁映照共产党人的初心遥 叶关心群
众生活袁注意工作方法曳一文中系统阐述了共产党
的群众路线院野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钥 是群众袁是
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遥 冶
在旧址群的陈列室内袁一段段话尧一幅幅图都
生动描绘了苏维埃政府为人民谋幸福的点滴院为
帮助群众发展生产袁开展春耕竞赛袁组建粮食合作
社尧耕田队曰3 根木头架起的桥太不安全袁干部扛来
木头袁加宽至 7 根曰群众生了疥疮袁干部采来草药
帮他们治疗噎噎
群众深刻明白袁 中国共产党能带领他们走向
光明袁能解救他们于水深火热之中遥 瑞金子弟袁无
论如何也要加入革命队伍浴
1934 年 5 月 10 日袁叶红色中华曳记录过这样一
个故事院野下肖区七堡乡第三村有一家农民袁 他们
共有弟兄 8 人噎噎全体报名加入红军袁 日前他们
已集中到补充师去了遥 冶因世代受地主剥削袁沙洲
坝下肖区七堡乡的杨荣显一家人一度穷困潦倒袁
共产党抵达瑞金后袁分了田尧分了地袁杨荣显家的
日子越来越有奔头遥 满怀着感恩与爱国之情袁杨荣
显将 8 个儿子全部送去参加红军遥 可是袁孩子们再
也没有回来遥
为了革命胜利袁赣南作出了巨大牺牲遥 瑞金尧
于都尧 兴国等苏区县几乎家家有红军尧 户户有烈
士遥 当年只有 24 万人口的瑞金袁却有 11.3 万人参
战支前袁5 万余人为革命捐躯遥
野踏着先烈血迹前进冶袁 肃立在红军烈士纪念
塔前袁信仰的力量喷薄而生遥 这座纪念塔袁是中国
共产党领导中央苏区军民建造的第一座红军烈士
纪念建筑遥 纪念塔由五角星的塔座和炮弹形的塔
身组成袁其落成之日距今已有 80 余年遥
今天的野红军烈士纪念塔冶7 个大字袁野烈冶字是
当年原物遥 当年袁中央苏区军民热烈响应号召袁迅
速掀起为纪念塔募捐的热潮遥 瑞金的工农群众首
先行动起来袁他们除了捐款建塔外袁还义务参加建
塔劳动袁并把家中的砖石尧木料拿去建塔遥 红军长
征后袁敌人毁塔袁一位大娘冒死把残存野烈冶字的石
块藏在家中袁重修时捐出遥 据传袁大娘的小儿子参
加红军牺牲袁老人见到烈字就像见到了孩子遥
在经济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袁 瑞金用行动做到
了野最后一碗米袁送去当军粮曰最后一尺布袁送去做
军装曰最后一个娃袁送他上战场遥 冶
汲取力量向新生
云石山袁位于瑞金城西约 20 公里处袁是一座
平地凸起的小山袁高不过 50 米袁方圆不足千米袁四
面悬崖峭壁遥 山中奇石嶙峋尧色如云雾袁云石山之
名即来源于此遥
虽无壮阔之景色袁 却孕育了中国革命胜利的
种子遥 作为红一方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长征的出
发地袁云石山被人们称为野长征第一山冶遥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袁 新一代瑞金人正一
步一个脚印走好自己的野长征路冶遥
在叶坪乡华屋自然村后山的红军烈士纪念亭
旁袁17 棵松屹立挺拔遥 80 多年前袁26 岁的华钦材挥
泪告别即将临产的妻子袁与村里 16 位华氏兄弟参
加长征遥 出发前袁他们来到岭上栽下 17 棵松树袁并
告知家人野见松如见人冶遥 17 位兄弟相互约定袁革命
成功后一起回家袁活下的要代替牺牲的孝亲敬老遥
青松依旧在袁不见儿郎归遥 17 位华氏子弟都壮
烈牺牲在长征途中遥 他们亲手植的松树被后人命
名为野信念树冶遥
如今的华屋早已旧貌换新颜袁 新旧对比穿越
时空遥 一边是鳞次栉比尧白墙黛瓦的客家小楼袁一
边是低矮破旧尧留以纪念的危旧土坯房遥 野昔日破
旧土坯房袁如今新屋亮堂堂袁铭谢党的政策好袁百
姓心安喜洋洋遥 冶瑞金宣布脱贫当天袁华屋村民华
辉平在新家贴上了这副对联遥
2012 年 6 月袁叶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
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曳出台实施袁赣南苏区振
兴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遥 红都瑞金袁迎来振兴发展
的春天遥
2020 年袁瑞金经济总量突破 180 亿元袁财政总
收入突破 25 亿元遥 规模以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尧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指标 5 年翻了一番袁 入选
2020 年度中国全面小康百佳示范县市曰 主动对接
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尧 粤港澳大湾区和海西经济区
等国家战略袁实际利用外资 9400 万美元袁完成外
贸出口 34.97 亿元袁分别增长 7.18%尧16.3%遥
野滴滴生民汗袁斑斑将士血遥 一方红土地袁情与
火同烈遥 冶如今的瑞金已汲取前行的力量袁继续发
扬先辈精神袁 以接续奋斗书写着革命老区的破茧
巨变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