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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袁九堡镇富村村尧丰塘村新时代实践站联合该
镇中心卫生院组织开展义诊活动遥 义诊项目有 B 超尧心
电图尧血常规尧尿常规尧血糖尧血脂尧肝功能尧血压等袁通过
体检结果并结合老年人的生活规律给予健康指导遥图为
活动现场遥 刘超 本报记者崔晓燕摄

图为日期拍摄的幸福小学项目建设工地遥 该项目建设有教学楼
及综合楼共 4 层袁设有教师办公室尧计算机室尧书法室尧24 个普通教
室尧图书馆尧活动室尧社团室及广播室等袁可容纳学生 1080 名遥

本报记者周建云摄

本报讯 渊记者钟剑灵冤记者
获悉袁 江西省卫健委正在全省
范围内评选 100 名优秀护士袁现
在已进入公示期袁 我市人民医
院护士曾璐榜上有名遥

根据江西省 卫生 健 康 委
叶关于开展全省百名优秀护士
评选活动的通知曳渊赣卫医字
也2021页34 号 冤精神 袁在各地各
单位认真推荐尧公示的基础上袁
经研究袁 拟授予詹芳芳等 100
名同志野全省百名优秀护士冶称
号袁 并将有关信息予以公示遥

公示时间为 5 月 8 日至 5 月
13 日遥

曾璐袁 瑞金市人民医院护
士袁 是去年江西省支援湖北医
疗队成员遥去年 1 月 26 日袁也是
农历大年初二袁 曾璐接到市人
民医院的征询电话袁 说医院需
要派遣两名护士参与支援武汉
抗疫袁问她愿不愿意去袁曾璐想
都没想就答应下来遥 当天晚上袁
曾璐对丈夫一番叮嘱后踏上了
奔赴武汉的路遥 1 月 28 日袁曾璐
到达武汉袁 经过简单的培训之

后袁 她被分派到武汉市第五医
院的 ICU 病房袁一干就是 50 多
天遥

在驰援湖北的日子里袁我
市援鄂医疗队员发扬苏区精
神袁 与湖北人民同命运尧 共进
退袁 以饱满的热情尧 高尚的医
德尧优质的服务袁投入到紧张危
险的医疗救治工作中 袁 用生命
护佑生命袁 圆满完成了抗疫救
治工作任务袁 以实际行动彰显
了我市医务人员的家国情怀和
责任担当遥

本报讯 渊罗娟 记者崔晓燕冤野太好了袁有了光伏发电袁荒
山坡上长出了耶铁庄稼爷袁我们有了稳定的经济收益袁生活更
有奔头了遥 这一切都要多谢光伏扶贫工程的帮助袁 太感谢
了遥 冶近日袁叶坪乡山岐村村民黄拥军手里拿着瑞金市光伏
扶贫项目受益证兴奋地说道遥

在叶坪乡合龙村袁 占地约 1000 亩的扶贫光伏发电项目
格外显眼袁一排排光伏发电板整齐划一袁蓝色多晶硅组件在
太阳的照射下闪闪发光遥 光伏扶贫项目作为国务院扶贫办
确定实施的十大精准扶贫工程之一袁 在我市脱贫攻坚中发
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袁成为最耀眼的民生工程尧致富工程遥
市城投集团子公司丰安公司光伏扶贫工程 2018 年全面建成
并实现并网发电袁 其中 50 兆瓦村级分布式地面光伏扶贫电
站是光伏扶贫工程中面积最大尧容量最大尧投入最多尧收入
最多的一个项目遥

据悉袁截至 2020 年 2 月 28 日袁我市光伏扶贫电站累计
发电量达 19376.8081 万度袁实现发电收入 18777.6002 万元遥
其中 50 兆瓦村级光伏扶贫电站累计总发电量为 12470.4852
万度袁 可实现收入 12221.0754 万元 渊已实收 11412.7463 万
元冤遥2017 年尧2018 年尧2019 年连续 3 年为所链接的 11200 户
贫困户每户每年增收 3000 元袁 累计发放贫困户分红资金
10080 万元遥

通过光伏扶贫产业带动袁既壮大了村集体经济袁又增加
了贫困户收入曰既培育发展了产业袁又形成了良性互动尧互
惠共赢的生动局面袁让群众的获得感油然而生袁真正建立起
了一座用之不竭的野绿色银行冶袁提高了该公司为群众办实
事的能力袁 更为下一步大力发展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良好
的产业支撑遥

情暖松山下 寻味母亲节
本报讯渊记者崔晓燕冤5 月 9 日袁母亲节当天袁象湖镇瑞

明村党委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和主题党日活动袁 在中华苏维
埃共和国内务部渊司法部冤旧址举行以野情暖松山下 寻味母
亲节冶为主题的母亲节活动遥

该村近百名母亲参加了这一集体活动袁 兴致勃勃地观
看了民间文化团体表演的釆茶戏和茶灯袁 与村里的党员共
同参与野六红冶教育活动袁开开心心地度过了一个难忘的母
亲节遥

野今天是母亲节袁我们这些老人聚在一起袁聊聊天袁看看
戏袁非常开心袁我们这些老人要教育好自已的子女袁做一个
正直本份袁有爱心的人袁感谢村党委对老年人的关心遥 冶该村
村民黄玉英高兴地说道遥

母亲过节袁村里的年轻人也纷纷上台展示自已的才艺袁
致敬母亲袁感恩母亲袁向自己的母亲表达深深的敬意遥 最后
母亲节文化演出在叶十送红军曳的优美旋律中结束遥

本报讯 渊李润丰 记者吴志
锋冤目前袁共青团江西省委公布
了 叶关于表彰全省五四红旗团
委 (团支部)尧 全省优秀共青团
员尧全省优秀共团干部的决定曳
的文件袁 市象湖大道消防救援
站团支部和该支部团员曾冲分
别荣获野全省五四红旗团支部冶
和野全省优秀共青团员冶遥

据悉袁 市象湖大道消防救
援站现有指战员 32 人袁其中团
员 10 名袁是一支长期战斗在灭
火救援一线尧 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青年集体遥 该站 365 天

不间断尧24 小时不停歇与各类
灾害事故作斗争遥 2020 年以来袁
该站接处警 191 起袁疏散被困人
员 536 人袁抢救财产价值 1583.3
万元曰共培训准消防员 2.1 万余
人袁 为群众掏马蜂窝 118 个尧冲
洗街道 37 次尧送水 24 车曰先后
派出团员志愿者 672 人次袁共志
愿服务时长 2.8 万个小时袁协助
查控对象 5.6 万人次袁主动捐款
19430 元袁献血 15500CC噎噎该
站团员和青年精武强能尧 赴汤
蹈火袁 在队站建设中发挥着重
要的作用遥

据了解袁曾冲现任该站班
长尧三级消防士遥 他先后参加
灭火救援 160 余次袁 从火场尧
高空尧高速公路等处救出遇险
群众几十人曰特别是在野7窑14冶
特大洪涝灾害抢险救援期间袁
曾冲积极参与袁 主动请缨袁救
出被困群众百余人遥 曾冲还积
极参与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袁多
次帮助共建单位执勤站岗尧打
扫卫生尧 冲洗水沟等工作袁自
愿捐款捐物 5000 余元袁 无偿
献血 1500 毫升袁 为民做好事
百余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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