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防治结
核病日前夕袁泽
覃中心幼儿园开
展了 野结核病防
治冶 系列宣传教
育活动袁 让幼儿
了解结核病的危
害性袁 增强对传
染 病 的 防 范 意
识遥 图为该园老
师正在给孩子们
讲解结核病防治
知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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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上接第 1 版冤省应急管理厅要加强监督协调袁督促
责任单位积极落实各项责任措施曰 各施工单位要多
想办法多想措施袁齐心协力把耽误的时间补回来袁确
保工程建设任务保质保量完成遥

蓝贤林在座谈中表示袁 瑞金将全力以赴服务
好项目建设袁 安排专班专人专责推进袁 各部门务
必主动作为袁 靠前服务袁 努力把项目建成全国应
急安全教育培训示范基地遥 同时袁 认真做好后续
运营管理袁努力 使项目发挥最大效益袁希望国家
应急管理部在资金尧 政策尧 装备等方面给予进一
步支持遥

会上袁 应急体验中心项目建设单位相关负责人
汇报了工作进展情况袁与会人员就项目建设尧运营尧
管理等进行了探讨交流遥

会前袁 姚勇一行先后来到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
护渊瑞金冤体验中心项目建设现场尧市专业森林消防
大队调研袁指导项目建设袁了解森林消防设施设备储
备等情况遥 在瑞期间袁姚勇一行还来到叶坪旧址群尧
红井旧址群和野二苏大冶会址学习党史袁接受革命传
统教育遥

随着乡村振兴的推进袁村史馆尧村史长
廊尧脱贫攻坚陈列馆等乡村文化设施如
雨后春笋袁蔚然成风遥 然而有媒体采访
发现袁一些新建村史馆不接地气袁甚至
野变味走样冶院老百姓去看的少袁干部看
的多曰展品中袁本村特色的少袁全国通用
的多曰展板上袁本村内容少袁领导照片多
噎噎这些村史馆建设中存在的乱象引
发了网友的吐槽遥
建立村史馆袁 初衷是通过挖掘村史袁展
现乡土文化和民俗风情袁反映人民群众
奋斗创业历程遥 从这个角度来看袁村史
馆目的是展示乡村精神风貌尧激发大家
建设家园的精气神袁 主角理应是村民遥
然而当村史馆变成不接地气的野文件摘
抄和标语展示冶袁变成千篇一律的野旧货
杂物市场冶袁变成野村民不看尧专为领导
考察准备冶的景观工程袁不仅与建设初
衷背道而驰袁更承担不了乡村文化建设
的重任遥
为何出现这些乱象钥 表面来看袁是一些
地方将乡村文化振兴简单等同于建村
史馆袁将村史馆建设简单等同于模式化
的展板和老物件袁缺少对村史的生动挖
掘展示袁而村史馆建设毕竟是个精细化
的活袁基层又缺乏这方面的人才遥 但究
其根源袁还是在于形式主义遥 对于一些
基层的决策者而言袁接不接地气尧有没
有人看不重要袁重要的是完成了上级的
任务袁 这就造成村史馆建设流于形式尧
粗制滥造遥 而少数人把村史馆建设当做
看得见尧摸得着的面子工程袁眼中只有
政绩和上级领导袁 对是否劳民伤财尧是
否符合村民需要毫不关心袁这更是赤裸
裸的形式主义遥
事实上袁乡村建设中存在的形式主义问
题并非单单在村史馆建设中遥 前不久全
国两会野部长通道冶上袁农业农村部部长
就曾直言袁一些地方搞乡村建设出了一
些问题曰要求野搞乡村建设袁一定要照顾
农民的感受袁体现他们的需求袁不能主
观意志袁更不能搞形式主义尧官僚主义袁
要把好事办好袁 把实事办实冶遥 现实中袁
少数农村厕改花费不菲袁但由于不考虑
当地自然条件和村民需要导致利用价

值低曰个别工程未经科学研究仓促上马袁习惯野按领导意思
办冶袁造成项目烂尾财政浪费噎噎这些无不提醒我们袁乡村
振兴中的形式主义尧官僚主义不容小觑遥

现在乡村振兴全面推进袁类似村史馆这样建设项目肯
定会不断增多袁把好事办好尧实事办实袁首先就要解决形式
主义这个顽疾遥 当然袁破除形式主义不能停留在口头呼吁
上袁关键要落实行动中遥 一方面要通过制度建设来纠正错
误的政绩观尧通过强化监督来规避形式主义袁对于那些群
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袁要及时查处尧予以纠正袁这一点在打赢
脱贫攻坚战中各地已经积累了充足的经验遥另一方面要提
升基层治理的能力和水平袁从科学决策的角度强化对乡村
建设项目全过程管控和监督袁 充分发挥群众的智慧和力
量袁更多吸引社会专业力量参与袁避免拍脑袋决策尧凭喜好
办事的现象遥

作为基层干部袁也应该多问一问院老百姓需要什么样
的村史馆钥如何才能让村史馆更好地满足群众的精神文化
需要钥想问题尧办事情多从老百姓立场出发袁而不是从自身
的政绩得失出发袁这类形式主义尴尬就能避免遥

渊来源院人民网冤

荨万田初中项
目 总 建 筑 面 积
16429.1 平方米袁按
照 18 个班寄宿学
校标准建设袁 主要
建设内容有综合楼
1 栋尧 教学楼 2 栋尧
教师宿舍楼 1 栋尧
学生宿舍楼 2 栋袁
并完善运动场尧绿
化尧 硬化等附属设
施遥 该项目估算总
投资 6598.11 万元袁
计划于 2021 年 12
月完工遥 图为项目
现场机械作业遥

记者邹婷摄

本报讯 渊记者钟剑灵冤3 月
21 日袁市民政局尧瑞金市社会工
作发展中心尧象湖镇竹岗村新时
代新文明实践站开展野汇聚社工
力量袁 助力乡村振兴冶2021 年社
会工作主题宣传活动遥

社工服务项目涵盖青少年
服务尧妇女儿童服务尧老年人残
障人士康复服务等领域遥 在现
场袁通过发放宣传单袁图片尧PPT
讲解的方式袁 向市民讲解和展

示了社会工作的政策制度尧专
业知识尧 服务内容以及今后的
努力方向遥 同时袁多方面收集广
大居民的需求和建议袁 为下一
步开展更多便民利民的服务打
下坚实基础袁 推动社会工作事
业发展遥

据了解袁近年来袁我市社工
参与了关爱儿童尧 疫情防控尧脱
贫攻坚尧扶老助残尧乡村振兴尧社
区治理等工作遥我市将大力充实

社工阵地袁推动各乡镇尧社区尧小
区建立社工站袁 实现多级联动袁
在建立竹岗村社工站的经验基
础上袁 进一步探索市尧 乡镇尧社
区尧小区的野四级联动冶社工站体
系袁并广泛开展社工活动袁掀起
社工服务热潮袁如保障妇女儿童
权益尧四点学堂尧女童保护尧校园
普法尧 爱心妈妈等系列活动袁有
效增加社工的知晓度和居民参
与度遥

本报讯 渊刘丽云 记者刘
俊良冤3 月 24 日袁黄柏中心卫
生院组织医务人员来到柏村
村开展野世界防治结核病日冶
活动遥

3 月 24 日是第 26 个野世
界防治结核病日冶袁今年的宣

传主题是野终结结核流行尧自
由健康呼吸冶遥 当天袁黄柏中
心卫生院医务人员来到柏
村村袁 通过悬挂宣传横幅尧
LED 显示屏滚动播放结核
防治知识尧开展结核病防治
知识讲座等多种形式袁进一

步加强辖区内居民的自我
防护意识袁告知群众如何预
防结核病袁引导大家养成良
好的生活习惯袁并呼吁主动
关注尧关爱结核病人袁共建
和谐社会袁受到了群众的欢
迎和好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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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聚社工力量 助力乡村振兴
2021年社会工作主题宣传活动举行

黄柏乡中心卫生院开展野世界防治结核病日冶宣传活动

增强群众自我防护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