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柏地战斗”的制胜密码
渊上接第 1 版冤红军还派出一支小分
队袁 每人手执一面三角小红旗袁分
头向群众做宣传院野我们红军是穷
人的队伍袁是为穷人谋幸福的遥 上
次打仗借了你们的东西袁这次是来
偿还和补偿你们的遥 冶老表听了半
信半疑袁他们只听过野当兵吃粮冶袁
可从没听说过还有野当兵还粮冶的遥
很快袁大柏地很多老表拿着红军打
的借条袁 喜出望外地领回了粮款遥
有的老表起初不当回事袁没有保留
借条袁 红军就请他们自报借出多
少袁也如数还给他们遥 老表们都说袁
野红军实在好袁纪律很严明冶袁野朱毛
红军真是穷人自己的军队冶 噎噎红
四军借粮还款的故事袁一直在大柏
地老百姓中流传袁还被叶瑞金县志曳
记了下来遥

叶菩萨蛮窑大柏地曳诞生
1933 年夏袁毛泽东重返大柏地

时袁触景生情袁写下了叶菩萨蛮窑大
柏地曳词一首遥 野赤橙黄绿青蓝紫袁
谁持彩练当空舞遥 雨后复斜阳袁关
山阵阵苍遥 当年鏖战急袁弹洞前村
壁袁装点此关山袁今朝更好看遥 冶在
大柏地战斗旧址陈列馆袁刘承汗老
人以豪迈的语调背诵这首经典词
作遥 他说袁野谁持彩练当空舞冶中的
野谁冶到底指的是谁呢钥 这些年他一
直在思考袁野我理解袁应该是指团结
起来的耶军民爷袁军民一条心就能无
往而不胜浴 如果没有共产党领导军
民打下江山袁就没有我们今朝的好
日子遥 冶

野得民心者得天下袁这是自古至
今颠扑不破的真理浴 冶从宁都专程过

来参观战斗旧址的潘先生也深有感
触地说遥

野民心是最大的政治袁只要我们
一切为了人民袁一切依靠人民袁就能
克服任何困难袁 办成一些以前认为
很难办的事遥 冶大柏地乡党委书记陈
泽贤介绍说袁过去的五六年里袁大柏
地以问题为导向袁补短板尧强弱项袁
充分依靠人民群众智慧和力量袁全
面打赢脱贫攻坚战遥截至 2020 年底袁
全乡原有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638 户
2706 人实现全面脱贫遥

听了他们的讨论袁 记者不禁想
起习近平总书记在 2 月 20 日召开
的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说的一
句话院野江山就是人民袁 人民就是江
山浴 冶也许这就是野大柏地战斗冶红军
克敌制胜的密码遥

2 月 17 日袁 沙洲坝镇洁源村
樱花基地的樱花争相盛放袁 仿佛
一片粉红色海洋袁 吸引了众多游
客前来观赏游玩袁拍照留念遥

本报记者邓雪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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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记者钟剑灵冤近日袁
首批省级 野新时代学生心中的好老
师冶 宣传推介活动完成推荐工作袁全
省 30 名教师上榜袁其中我市 1 名遥我
市上榜的是瑞金一中教师李福春遥

野一切为了学生袁 为了学生一
切冶遥 正是怀揣着这样崇高的工作
信念袁2007 年 8 月袁 李福春来到了
瑞金一中袁开始了他的教书育人之
旅遥 从教以来袁李福春老师深受学
生的喜爱袁 教育教学工作得到学

校尧家长和社会的广泛认可袁多次
评为全市优秀教师和优秀班主任遥
特别是在去年高考中取得了骄人
的成绩袁他所带班级学生钟苓云同
学以 644 分获得赣州市文科总分
第 1 名袁被北京大学录取曰何欣同
学以 641 分被北京大学录取遥 从教
14 年来袁李福春将自己的全部精力
都投入到教育教学之中遥 因为热爱
教师这个职业袁他一直无怨无悔地
战斗在班主任的工作岗位上袁努力

让自己成为学生心中的好老师遥
江西省野新时代学生心中的好

老师冶宣传推介活动由省委教育工
委尧省教育厅尧省教育工会联合举
办袁于 2020 年 6 月正式启动遥 经各
地各校推荐尧 省级评审尧 公示尧复
核袁确定南昌东湖幼儿园教师李力
等 30 名教师为江西省首榜 野新时
代学生心中的好老师冶宣传推介人
选遥 其中基础教育 16 名尧本科教育
9 名尧职业教育 5 名遥

中医院开展
春节义诊活动

本报讯 渊刘瑶 记者钟剑灵冤为进一步丰
富春节期间群众文化生活袁 让老年朋友度过
一个科学防疫尧欢乐祥和尧健康平安的春节袁2
月 22 日上午袁市中医院志愿服务队来到叶坪
乡光荣敬老院开展野我们的节日窑春节 健康生
活进万家冶健康宣传尧义诊活动遥

活动现场袁大家分工明确袁有序地为老
人们测量血压尧检查身体尧健康咨询袁详细
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袁 解答咨询的健康问
题袁提供免费的中医药治疗遥 针对老人体弱
多病的特点袁在饮食尧保健尧安全用药等方
面都给予了专业的指导袁提醒他们要野管住
嘴尧迈开腿冶袁引导他们践行健康文明的生
活方式遥

为做好疫情防控袁 志愿者们对敬老院工
作人员现场讲解环境消毒尧 个人防护等相关
知识袁并赠送口罩及消毒物品遥

此次义诊活动袁 进一步提高了老人们自
我保健和疫情防控意识袁 让老人们切实感受
到了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袁志愿者们耐心尧
细致尧 专业的服务也受到敬老院工作人员及
老人们的一致好评遥

往年春节袁餐饮业最
火爆的地方当属各家饭
店的大堂袁但在野就地过
年冶的号召下袁今年春节
期间很多饭店将工作重
点从线下搬到了线上袁想
出各种招数应对新形势
新机遇袁在菜品创新和就
餐形式等方面花足心思遥
除了越来越多的高级宾
馆酒店加入线上野年夜饭
圈儿冶袁 一些老字号也不
断拓展线上业务遥 在各大
网络订餐平台袁各类快手
菜尧半成品菜销售非常火
爆遥

借力线上平台袁 从单
一的堂食转变为堂食尧零
售野两条腿冶走路袁这一新
思路有望催生餐饮行业
新的增长点遥 不过袁要让
网络餐饮服务实现良好
发展袁更好地满足消费者
多元化需要 袁必须在 野量
质齐升冶上下足功夫遥 毕
竟 袁 唯有行业发展更规
范袁消费者合法权益才更
有保障袁也才能更好助力
市场健康发展遥

相关部门 需 积极 作
为遥比如袁为保障今年春节
期间消费者线上餐饮消费
需求袁 商务部会同相关部
门出台了餐饮服务企业新
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技
术指南袁 指导餐饮外卖电商平台积极与餐饮服
务企业对接袁开设年夜饭外带点单专区等遥这些
举措不仅优化了餐饮线上服务质量袁 也在很大
程度上提升了消费者的消费体验遥下一步袁各地
有关部门应加强相关工作袁 助力餐饮业发掘新
机遇遥

行业需强化自律遥 以上海为例袁 据报道袁
野留沪过年冶带动消费诉求升温袁而涉及食品
和餐饮类投诉集中遥 比如袁投诉案件中袁市民
主要反映食品配送不及时尧疑含异物尧价签不
符尧网上订送餐失约尧年夜饭预订落空尧提货
券不能使用等遥 事实上袁解决这些问题袁关键
是餐饮企业应提高自我要求袁 增强守法与诚
信意识袁努力克服行业弊端袁这样才能推进行
业高质量发展遥

食品安全事关百姓健康和经济发展袁 必须
有强而有力的市场监管作保障遥 有关部门应严
格按照叶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曳
等相关法规袁加强行业监管袁确保老百姓舌尖上
的安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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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一教师成“省级好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