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渊郭晓宁冤连日来袁壬田
镇迅速行动袁精心安排部署袁分层次尧
多途径传达学习市第七次党代会精
神袁切实把全镇党员干部的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市委决策部署上来袁迅速掀
起学习贯彻落实会议精神热潮遥

壬田镇把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
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重要的政治任务袁 通过召开党政联
席扩大会议尧镇村两级干部大会尧党
员大会尧村野两委冶干部会议等形式
层层传达延伸学习袁 充分利用镇村
级微信群尧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尧村村
响广播尧 公示栏等载体广泛开展学
习宣传袁切实营造良好氛围遥 要求各
级党员领导干部和年轻党员干部要
带头学尧深入学袁准确领会市党代会
精神实质袁开展学习讨论活动袁结合
自身工作谈体会谈认识袁 确保市党
代会精神能够原原本本地得到消化
吸收尧落地生根遥

迅速行动袁主动作为体现担当遥
要求全镇各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
部袁 都要围绕市党代会确定的奋斗
目标袁进一步理清发展思路袁强化工
作举措袁抓好贯彻落实袁为真正把壬
田建成瑞金东部中心镇尧 市域经济
副中心而努力奋斗遥

比学赶超袁强化干部作风建设遥
要铆足野比冶的劲头袁增强野学冶的主
动袁激发野赶冶的动力袁强化野超冶的精
神袁在野村组基层一线尧项目建设一
线尧中心工作一线尧服务群众一线冶
展现作风袁亮出业绩遥

该镇干部杨行说袁 吴建平书记的
报告对今后五年我市经济社会发展
及社会管理的战略谋划科
学尧发展定位准确尧城乡规
划布局合理袁 奋斗目标具
体袁围绕六大主攻方向袁打
造野四个中心冶袁建设次中
心城市的目标袁 这些提法

让人耳目一新袁精神为之振奋遥 作为
基层党务工作者袁 一是要扎实推进
基层野党建三化冶袁建强基层战斗堡
垒遥 选强配齐村级党组织领导班子袁
引导和激励班子联系群众袁 充分发
挥先锋模范作用遥 二是要大力推进
红色名村建设袁 推动党建和红色基
因传承深度融合遥 以打造红色文旅
中心为契机袁深入发掘红色资源袁推
进红色名村建设袁 把红色资源利用
好遥 三是要进一步发展壮大村集体
经济袁做强产业支撑遥 拓展村集体经
济发展壮大路径袁 完善乡村基础设
施建设袁 为乡村振兴发展垫定坚实
基础遥

近日袁退役军人事务部等 16 部
门联合印发 叶关于促进退役军人投
身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曳渊以下简称
叶意见曳冤遥 叶意见曳共 13 条袁旨在充分
发挥退役军人这支宝贵人力人才资
源作用袁 促进更多退役军人投身乡
村振兴遥

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遥 乡村要振兴袁
人才是关键遥 因此袁引导和鼓励包括
退役军人在内的各类人才返乡创业
就业袁 支持乡村发展袁 共谋振兴大
计袁是必然要求遥 把退役军人作为乡
村振兴人才的重要来源袁 充分发挥
他们在基层党建尧产业发展尧就业引
领等方面的作用袁 鼓励他们在农村
大施所能尧大展才华尧大显身手袁就
能更好为乡村发展注入强大力量遥

实践是最好的试金石遥 近年来袁
广大退役军人在脱贫攻坚战中发挥
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遥 在贵州安顺袁自
2018 年起袁先后选拔尧推荐数百名退
役军人担任村支书尧 村主任和村两

委委员袁 成为当地脱贫攻坚的带头
人尧引路人袁被称为野兵支书冶曰一位
退役老兵袁用了 3 年多尧行程 3 万多
里袁采访贫困群众尧扶贫干部袁记录
下一百多个脱贫故事袁 用特有方式
助力脱贫攻坚曰 一位曾扎根西北大
漠 20 年的野老兵冶袁解甲归来后选择
来到大凉山深处袁开始了支教生活袁
一干就是 6 年噎噎

无论是在脱贫攻坚战的最前沿袁
还是在记录脱贫攻坚战的大后方袁无
数退役军人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舞台袁
展现了为民初心尧 敢闯敢试的精神尧
攻坚克难的品质袁成为脱贫攻坚战场
上的一抹独特色彩遥 从这个意义上
说袁 广大退役军人继续发挥优良作
风袁以新的姿态投身到乡村振兴事业
中来袁必定能够发光发热尧再立新功遥

退役军人是重要的人力人才资
源袁 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
力量遥 不仅在脱贫攻坚尧乡村振兴领
域袁 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都
有退役军人的风采遥 有的在雪域高

原工作并为战友守墓数十年袁 有的
投身实业报国袁 有的从事志愿服务
工作袁 有的行走在乡间的邮路上
噎噎退役军人袁是不穿军装的军人袁
始终有军人之姿袁 始终发扬着敢于
斗争尧敢于胜利的精神遥 无论在哪个
行业尧哪个领域袁充分激发退役军人
这一资源活力袁倍加关心尧倍加爱护
他们袁 给他们提供干事创业的广阔
舞台袁 就能使得退役军人时刻展现
军人本色袁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的实践中实现人生价值遥

野在部队袁他保家卫国曰到地方袁
他为民造福遥 冶这是老英雄张富清的
人生写照袁也是无数退役军人的初心
使命遥无论是基层治理尧乡村振兴袁还
是边疆建设尧志愿服务袁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各项事业都需要退役军
人袁更期待退役军人遥始终保持野退伍
不褪色冶的本色袁始终牢记为人民服
务的誓言袁把无限热情和干劲投入到
新时代的伟大事业中来袁就一定能在
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更大功绩遥 裘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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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31 日晚 袁
中山路居民朱某妹
带着孙子小刘在博
物馆广场游玩 袁小
刘 不 慎 和 奶 奶 走
散袁 害怕的小刘在
一片漆黑中哭了起
来 袁好心的市民上
前了解情况后立即
报警遥 象湖派出所
民警接警后袁 立即
前往现场袁 与该市
民一同把小孩接回
家遥 不巧的是小刘
的家人不在 袁通过
邻居与其家人取得
联系后袁 民警终于
把小孩送到其家人
手中袁 见到孙子的
朱某妹感动不已遥

记者朱燕摄

乡村袁 承载着无
数人的乡愁遥

江 西 省 瑞 金 市
叶坪乡华屋村袁 近年
来在乡村建设的同
时袁 注意保存少部分
老屋袁按照野为后辈留
些记忆袁 为老人留些
念想袁 为村子留下痕
迹冶的原则袁避免千村
一面袁让村民野望得见
山袁看得见水袁记得住
乡愁冶袁让乡村更加宜
居宜业遥

在华屋村袁 路面
干净整洁袁 一排排客
家风格小洋楼袁 一个
个精心维护的温室
大棚袁广场尧健身场尧
篮球场应有尽有遥

背靠青山尧 面向
田野袁 环境优美噎噎
慕名而来的游客很
难想象野老华屋冶的样
子袁 只有保留的极少
部分老屋提醒大家
现在的生活来之不
易遥

野过去大家住在
老旧的土坯房里袁一
旦遇上坏天气袁 就是
外面下大雨袁 屋里下
小雨遥冶回忆起以前的
生活袁村民华辉平说袁
以前华屋村贫困程度深袁当地流传着野有女
莫嫁华屋郎冶的说法遥

党的十八大以来袁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
让华屋村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要要要在保
留尧修复部分老屋的基础上袁华屋村建成了
居民楼尧环村柏油路袁架设了高压电线噎噎
卫生室尧垃圾污水处理设施尧景观绿化带等
一应俱全袁家家户户通上了自来水袁用上了
放心电遥

基础设施好了袁华屋村村民精神文化生
活也丰富起来遥 华屋村将老祠堂改建成村民
的文化阵地袁依托野十七棵松冶的革命故事袁
建设了村史馆尧农家书屋尧电子阅览室等场
所遥

华屋村在开展乡村建设同时袁坚持让红
色典故野活冶起来尧红色 IP野火冶起来尧红色文
旅强起来遥 当地修建红军烈士纪念亭尧红军
烈士林尧观光步道等设施袁通过发展集生态
观光尧旅游休闲尧农家体验于一体的乡村旅
游业态袁昔日贫困的山旮旯袁发展成文旅融
合发展的小康村遥

当地还采取野公司+村庄冶模式袁引导村
民自发组建起乡村旅游公司袁选举产生公司
管理人员袁把村子做成企业袁让村民成了股
东袁引导村民积极参与旅游食宿接待尧配套
供应农副产品及旅游商品销售等活动袁让小
康的成色更足遥

如今袁游客来到华屋村袁听一段红色故
事尧品一桌客家菜肴尧住一晚当地民宿袁已成
为公认的热门旅游路线遥 有村民用打油诗表
达对党的感恩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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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冶瑞金最鲜亮的底色是红色袁在当地大力
推进乡村建设的同时袁也通过多种方式留住
红色乡愁袁铭记奋斗历史遥

夜幕降临袁 毗邻瑞金红井景区不远处袁
沙洲坝镇洁源村 100 多名村民实景演出叶浴
血瑞京曳袁配合现代声光电技术袁生动再现苏
区时期战火纷飞的历史场景袁让观众野穿越冶
回到革命年代的峥嵘岁月遥 几年前袁当地将
废弃矿山改造成红色景区袁在改善生态环境
的同时袁也创造了工作岗位袁带动当地村民
在家门口增收致富袁为乡村振兴注入力量遥

优化本行政区域内乡村发展布局应坚
持尊重农民意愿尧方便群众生产生活尧保持
乡村功能和特色的原则遥 长期研究数字化赋
能乡村振兴的大连理工大学教授崔淼认为袁
乡村规划和布局应当保护地域尧民族和乡土
特色袁保护乡村传统风貌袁在野强硬件冶的同
时更要野抓软件冶袁可通过发展数字乡村等提
高乡村社会保障管理服务水平袁引领文明乡
风袁留住美丽乡愁遥

壬田院

掀起学习热潮 凝聚奋进力量

退役军人处处大有可为

乡
愁
未
远
去

村
庄
更
宜
居

昨
昨昨
瑞
金
乡
村
建
设
在
行
动

阴

中
国
建
设
报
记
者
侯
雪
静
邬
慧
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