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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记者钟剑灵冤7 月 22
日袁2021 年上半年宣传思想文化系
统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情况
汇报会召开遥 市委常委尧宣传部部
长罗沪京袁市委常委尧副市长杨科
出席遥

会议就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提
出了四点要求院要认清意识形态
领域的风险挑战袁 增强使命感袁

迅速 尧 全面排查 存 在 的风 险 隐
患曰要抓好班子袁履行好责任袁单
位主要领导要胸怀大局尧把握大
势 尧着眼大事 袁切实履行第一责
任人职责袁旗帜鲜明地站在第一
线袁 充分发挥总揽全局作用曰要
带好队伍 袁提升业务水平 袁着力
提高辩证综合分析能力等 六 种
能力袁不断增强宣传思想文化队

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曰要管好阵
地 袁确保绝对安全 袁用好所辖领
域的阵地袁 宣传党的好声音袁展
示瑞金好形象遥

会议传达了省委宣传部叶工作
提示曳曰市委宣传部尧教科体局尧文
广新旅局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分别
汇报了 2021 年上半年意识形态工
作责任制落实情况遥

野节俭朴素袁力戒奢靡袁是我
们党的传家宝遥 冶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袁野现在袁 我们生活条件好
了袁但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点都不
能少袁必须坚持以俭修身尧以俭
兴业袁坚持厉行节约尧勤俭办一
切事情遥 冶以俭修身尧以俭兴业袁
既是百年党史的深刻启示袁也为
党员干部野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
洁的政治本色冶 提供了重要遵
循遥

历览党史袁党和人民血肉相
连袁 党和人民事业无往不胜袁与
党一贯提倡勤俭节约尧反对铺张
浪费密不可分遥早在 1934 年袁毛
泽东同志就明确提出院野应该使
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袁贪污和
浪费是极大的犯罪遥 冶从土地革
命时期颁布叶关于惩治贪污浪费
行为曳袁 到新中国成立后开展反
贪污尧反浪费尧反官僚主义袁从改
革开放之初重申野任何浪费都是
犯罪冶袁 到新时代持之以恒纠治
野四风冶袁厉行节约不仅造就了我
们党的优良传统尧我们民族的文
明风尚袁也成为国家建设尧发展
的重要保障遥

反浪费尧重节约袁为何被如
此看重钥勤俭节约是一个人最基
础的良好道德品质之一袁可以野孕育冶众多其他优
秀品质遥 叶元史曳里有句名言院野士非俭无以养廉袁非
廉无以养德遥 冶徐特立同志说过院野俭朴的生活袁不
但可以使精神愉快袁而且可以培养革命品质遥 冶从
反面看袁野浇风易渐袁淳化难归冶袁浪费不加约束便
会滋长奢靡腐化之风遥 正所谓袁野奢靡之始袁危亡之
渐冶遥 从各方面厉行节约袁才能打开净化社会风气尧
培育健康风尚的突破口遥

野勤惰俭奢袁是成败关遥 冶对党员干部而言袁节
俭作风更有政治意义遥 野清贫袁洁白朴素的生活袁正
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浴 冶方志敏
烈士生前的肺腑之言袁 至今激励人们坚定红色信
仰袁发扬简朴作风遥 针对有人拿野解放军吃饭是盐
水加一点酸菜冶同野资本家吃饭五个碗冶作比较的
情况袁 毛泽东同志敏锐地指出院野这个酸菜里面就
出政治袁就出模范遥 解放军得人心就是这个酸菜袁
当然袁还有别的遥 冶质朴而深刻的道理袁生动诠释出
党的根基和力量所在遥

野勤俭建国家袁永久是真言遥 冶朱德同志曾赋
诗自勉袁并要求儿女发扬自力更生尧勤俭持家的
风尚遥就我国国情而言袁14 亿多人共同走向现代
化袁必须做到资源节约尧能源低耗遥 无论国家发
展到什么水平袁都需要倡导文明尧健康尧节约资
源尧保护环境的消费方式袁提倡简约适度尧绿色
低碳的生活方式遥 广大党员干部理应以身作则尧
身体力行袁严守反对铺张浪费的法纪袁争当勤俭
节约的表率遥 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袁让我们一起以俭修身养德袁以俭兴业
强国遥

本报讯 渊刘立明 记者崔晓燕冤为
了让乡村的孩子们远离溺水危险袁平
安度假袁7 月 22 日袁瑞金市民间公益组
织红都义工志愿者联合会组织力量袁
在全市乡村开展以野宣传到门口 危险
不再有冶 为主题的防溺水宣传教育活
动遥

当日上午袁 在沙洲坝镇沙洲坝村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袁 志愿者们正在给
孩子们播放防溺水知识宣传片袁 孩子
们聚精会神地观看着片子中的内容遥
为了增强宣传效果袁 志愿者们根据小
孩子的接受能力袁用动画的形式尧通俗
的语言讲述私自下河游泳的危险等常
识遥此外袁志愿者还通过现场模拟的形
式袁给孩子们讲解溺水自救方法袁让大
家受益匪浅遥

野今天学到了很多的防溺水知
识袁以后我们要远离深水袁不私自下
水游泳袁 不私自与他人结伴下水游
泳袁如果有溺水者的话袁可以拨打 120
求救袁或者向身边的大人求救遥 冶观看
完宣传片后袁沙洲坝村的孩子们纷纷
说道遥

据悉袁 瑞金市红都义工志愿者联
合会防溺水知识宣传教育活动已经开
展了 20 多天袁前阶段宣传重点主要集
中在城市各个社区或小区袁 从 7 月 21
日开始袁 防溺水知识宣传教育活动转
移到乡村袁先从沙洲坝村开始袁将利用
一个月的时间袁在全市 17 个乡镇巡回
宣传袁 让防溺水常识植根于乡村孩子
们的心中遥

野暑假天气炎热袁许多在家的小朋
友包括乡村的留守儿童都喜欢到河边
游泳袁这样就容易发生意外事故袁我们
通过这个暑假袁 深入乡村开展防溺水
宣传活动袁 希望能帮助这些小朋友们
远离危险遥 冶志愿者钟嘉欣说道遥

本报讯渊记者吴志锋冤野你有
心来我有情袁唔怕山高水又深遥
山高还有人开路袁 水深还有造
桥人噎噎冶叶客家之歌曳 响彻红
井景区袁 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
聆听遥 7 月 20 日到 21 日 袁深圳
野龙凤传琪冶尧 巫妃梅等 20 余名
客 家 歌友 来 到 瑞 金 采 风 交 流 袁
和市客家山歌协会等当地歌友
飚歌遥

深圳歌友们先后到红井旧址
群尧野二苏大冶礼堂尧叶坪旧址群等
参观学习袁品尝红井水袁喝客家擂
茶袁吃红都美食袁感恩老一辈共产
党人的为民情怀和艰苦奋斗精
神袁感受瑞金浓郁的客家风情袁体
验红色文化的独特魅力遥 每到一
处大家都即兴演唱袁互相飙歌袁用

山歌来交流尧表达情感袁传统的客
家山歌尧燃情的红色山歌尧多变的
当代山歌袁这边唱来那边和袁妙趣
横生遥

20 日晚袁 深圳和瑞金两地歌
友在市文学艺术院举行 野传承红
色基因尧弘扬客家文化冶采风交流
文艺晚会遥 瑞金歌友先后演唱了
叶欢迎你到瑞金来曳叶哥哥出门当
红军曳叶我为红军打米粿曳叶榔梆
歌曳等瑞金民歌遥 龙凤传琪和巫妃
梅等先后演唱了叶排排坐唱山歌曳
叶潮客一家亲曳叶客家人系有料曳
叶呵嗨一声歌成河曳等遥 兴国山歌
赣州市级代表性传承人谢立华也
即兴演唱了 叶山歌唱出好兆头曳
叶兴国山歌哎呀嘞曳叶苏区干部好
作风曳等歌曲遥 大家欢聚一堂袁互

相切磋袁互相学习袁用歌声传承红
色文化袁用交流弘扬客家文化遥

据悉袁 深圳歌友涵盖了从事
客家山歌研究尧演唱尧传承人等人
群袁 后期还将前往赣州市区尧石
城县等地采风遥 其中袁龙凤传琪
组合是中央音乐学院建校八十
多年以来首对同时考入该校的
龙凤姐弟袁 被誉为吉他神童组
合袁连续七年举办了上百场全国
助学音乐会袁收入三十多万元全
部捐助给一百多位贫困学子读
书遥 野琴江梅子冶巫妃梅是深圳市
大鹏区音乐家协会副主席袁从事
教育教学工作多年袁2014 年两岸
四地山歌赛金奖得主袁2019 年 4
月在人民大会堂唱响客家山歌袁
广受好评遥

7 月 22 日袁市总工会联合瑞金
经开区工会联合会袁深入多家企业
开展叶赣州市燃气管理条例曳进企
业宣传活动遥 通过举办普法讲座尧
开展交流研讨尧面对面答疑尧发放
宣传资料等形式袁向企业职工普及
燃气基本知识袁重点宣传燃气安全
使用方法和应急处理措施遥

高鑫 摄

宣传党的好声音 展示瑞金好形象
2021 年上半年宣传思想文化系统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情况汇报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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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客家歌友来瑞金飚歌

传承红色基因 弘扬客家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