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简 讯·
绎1 月 13 日袁市消防救援大队在谢坊镇新建村开展火

灾现场警示教育活动袁该镇应急站和消防站人员尧各村居
党支部书记尧安全员袁野九小冶场所负责人等参加遥 消防监督
员组织参会人员观看了火灾现场袁结合该起火灾事故分析
了野九小冶场所火灾频发的原因袁讲解了常见的火灾隐患和
火灾预防措施遥 记者吴志锋

绎1 月 13 日袁团市委在市特殊教育学校举办赣州希望
工程关爱残疾青少年家庭行动暨野新百伦领跑冶暖足活动
捐赠仪式袁在教室里向学生发放野新百伦领跑冶跑鞋共计
196 双遥 郑汐 记者吴志锋

绎临近学期结束袁 瑞金三中多举措做好学期结束工
作袁确保学校各项工作善始善终袁圆满完成遥 该校对照学期
初制定的工作计划袁 认真检查各项任务的落实完成情况袁
要求各部门实事求是做好总结遥 王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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茛1 月 12 日袁 丁陂
乡丁陂村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接到群众反馈路边
斜坡损坏的问题袁 便组
织志愿者钉模板尧挑沙尧
拌砂浆袁齐心协力袁修复
硬化了路边斜坡袁 方便
车辆经过袁 打通服务群
众最后一米遥 图为志愿
者正在拌砂浆遥
陈海军 记者吴志锋 摄

加 强 疫 情
防控袁拜年方式
发生变化遥在虎
年春节即将来
临之际袁各部门
各单位纷纷在
红色旧址或地
标建筑拍摄拜
年视频袁发出新
春祝福遥 图为瑞
金南收费所员
工在一苏大会
址前拍摄拜年
短视频遥

记者邓浩亭摄

野非常感谢叔叔阿姨们给予我们的
资助袁我非常感恩噎噎冶近日袁市赋能济
困公益协会渊以下简称野赋能公益冶冤又
收到困境儿童送来的感谢信遥这封信来
自市思源学校初一学生顾晋荣遥

2020 年底袁 顾晋荣的妈妈被查出
患有突发急性粒细胞性白血病袁巨额的
医药费让这个原本幸福无忧的家庭陷
入困境遥赋能公益志愿者在朋友圈众筹
链接中得知情况后袁第一时间入户走访
核实袁先后对接了山东省聊城市顺风车
志愿者协会 野一对一关爱事实孤儿冶项
目尧深圳市花样盛年慈善基金会野一对
一关爱儿童冶项目袁帮助顾晋荣兄妹争
取了 3600 元助学金和 2 个学习礼包袁
其中深圳市花样盛年慈善基金会捐赠
人承诺将持续资助顾晋荣十年袁每年资
助 1200 元遥

野能帮一个是一个袁能帮多少是多
少遥 冶该协会负责人赖炳桦坦言公益应
该量力而行和聚力力行袁 好事应常常
做袁小事要坚持做袁滴水方能穿石遥2021
年袁该协会坚持苦练内功袁目光外向袁以
项目资料填报为纽带袁不断引进发达地
区的公益资源袁凝聚爱心与善意服务瑞
金困难群众袁先后对接中国人口福利基
金会拾穗行动尧北京启爱公益基金会小
兵快跑项目等公益项目袁持续走访瑞金
的困难对象袁发动会员和志愿者广泛收
集资料上报袁以表格资料为纽带袁链接
外部资源袁服务瑞金困难群众袁2021 年
发放各类助学金超过 4 万元遥

野致广大而尽精微冶是赋能公益的
另一特征遥 该协会开展了衣暖人心项
目袁收集旧衣物超过 400 件袁对接新衣
物和鞋子 1800 余件袁 向超过 700 人送

去温暖曰红色体育进校园项目袁先后向
我市日东黄竹小学尧冈面乡沙排小学等
4 所学校捐赠足球用品袁 价值约 1.5 万
元袁直接受益对象超过 100 人曰联系江
苏省宜兴市阳光家园义工社袁为九堡镇
石角小学捐赠图书 500 册噎噎

人人公益袁人人受益遥杨丽君是赋能
公益的理事遥 此前在医院陪护意外摔倒
的公公时袁她认识了志愿者野山哥冶袁并得
到野山哥冶等志愿者的帮助遥 杨丽君深受
感动袁萌生了传递爱心善举的想法袁于是
也走上了公益之路遥野慈善不是有钱人的
专利袁公益人人都可以做冶遥 杨丽君多次
为困难对象奔波袁对接外套近 200 套袁温
暖困难群众袁活跃在公益一线遥

野我们争取 2022 年发放各类助学
金 15 万元遥 冶说到 2022 年赋能公益工
作重心袁该协会助学业务负责人刘峰掰

着手指说遥对于 15 万元这个目标袁他的
信心很足袁野我们已经对接了 4 个助学
项目了袁只要按照要求筛选 100 名对象
提交资料即可遥冶他补充到袁希望有更多
的志愿者一起参与袁让困境儿童安心上
学遥

新年伊始袁公益再发力遥 1 月 10 日袁
赋能公益为万田乡中心小学募集 680
册图书袁现已发放到学生手中遥据悉袁赋
能公益始终以野传播+互联网冶双轮驱
动袁 锁定互联网公益筹款的大趋势袁对
接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尧宁波市善园公
益基金会等公募机构袁先后上线了助力
瑞金困境儿童尧红色体育校园行尧关爱
童行荧光相伴等互联网筹款项目袁凝聚
爱心与善意服务瑞金困难群众遥 据统
计袁 该协会 2021 年以来开展公益活动
100 多次袁受益对象超过 1000 人遥

电影《三湾改编》在我市路演
本报讯 渊记者朱旺冤1 月 14 日袁我市与叶三湾改编曳电影出品方在映

山红电影院举办宣传渊路演冤活动遥 电影叶三湾改编曳总制片人刘建廷一
行来到现场遥

活动中袁刘建廷详细介绍了电影叶三湾改编曳的整个筹备和拍摄过
程袁分享心得与感悟袁让更多观众了解江西这片红土地袁将革命精神不
断传承尧发扬下去袁并与现场观众进行互动袁听取观众的观影感受和意
见建议遥

电影叶三湾改编曳依托于真实历史袁讲述了 1927 年野秋收起义冶失败
后袁毛泽东在三湾村领导野三湾改编冶袁创立野支部建在连上冶尧野官兵平
等冶一整套崭新的治军方略袁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故事袁在人
民军队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遥总制片人刘建廷表示袁自己一直有
着将家乡的革命故事搬上电影银幕的情怀信念遥在拍摄之际袁剧组努力
克服了时间紧尧任务重尧雨季拍摄环境恶劣等重重困难袁最终得以将影
片呈现遥

野电影叶三湾改编曳以宏大的战争场面尧细腻的人物刻画再现真实历
史袁为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遥 冶观众刘军看完电影后说袁今天我们一
定要铭记先辈革命精神袁不忘初心使命袁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赶考
之路遥

18 所小学受捐图书万余本
多部门尧机构联合开展为群众办微实事活动

本报讯 渊刘华 记者钟剑灵冤1 月 14 日上午袁市民政局尧社会工作
发展中心尧市教体局尧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尧沙洲坝镇社工站联合开
展叶瀚海书屋曳捐赠为群众办微实事活动袁活动主题为野共享书香袁传递
爱心冶遥图书由瀚海书屋瀚海涓流公益团队资助袁共为全市 18 所小学捐
赠图书共 13394 本袁价值 24 万余元袁图书类别有科普类尧文学类尧成长
类尧学科类尧国粹类等化遥

活动现场袁社工结合小学生阅读习惯袁将教辅用书尧科普书籍尧历史
故事尧名著尧童话尧绘本尧书刊等类图书逐一进行了登记和归类存放袁并
为受捐赠学校发放了叶瀚海书屋曳爱心捐赠牌匾遥此次活动的开展袁大大
丰富了野双减冶政策下留守儿童的文化生活遥

据了解袁瑞金市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将依托乡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尧
村实践站尧社工站袁发挥一社连一村渊居冤尧五社融合慈善公益优势袁大力
推动叶瀚海书屋曳爱心捐赠行动袁积极引导社工发挥专业优势袁做好学校
和家长之间的纽带袁协同各方努力 为野双减冶政策的有效落地和留守儿
童教育助力袁办好群众微实事遥

筑牢春运安全防线
我市 320 名客运驾驶人参加野毒检冶
本报讯 渊赖秀生 记者邹仕山冤1 月 16 日袁2022 年春

运前袁 市公安局交管大队联合禁毒大队袁 组织对全市 7
家客运企业袁320 名客运车辆和出租车驾驶人开展毒品
尿液检测袁严把重点驾驶人野安全关冶袁筑牢春运客运安
全防线遥

为从源头上消除野毒驾冶带来的安全隐患袁守护旅客
运输安全袁我市开展此次联合检测遥 检测过程中袁民辅警
认真核对驾驶人身份信息袁认真讲解检测流程和注意事
项袁随后当场对驾驶人提交的尿液样本进行吗啡尧冰毒尧
氯胺酮渊K 粉冤检测袁并根据尿液检测结果做好信息登
记袁坚决杜绝野毒驾冶驾驶人参加春运客运遥 通过检测袁辖
区 7 家企业所有驾驶人未发现有吸毒行为遥

谢坊建高标准农田
助农业增产增效

本报讯 渊记者 丁鑫朋冤近年来袁谢坊镇始终把高标准农田建设作
为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抓手袁推动规模化尧集约化尧机械化经营的重要
举措袁为粮食安全生产打下坚实基础袁确保野十四五冶高标准农田建设开
好局尧起好步遥

在谢坊镇乐村村大迳塘小组高标准农田建设施工现场袁 只见挖沟
渠尧平田地等工作全面铺开袁一条条笔直的机耕道路尧一块块四方端正
的田块已初具雏形遥这是乐村村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现场袁建设面
积达 260 余亩袁涉及 2 个村小组遥

乐村村党支部书记郭晓东介绍袁在高标准农田建设过程中袁该村充
分发挥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袁党员干部带头积极参与项目全过程遥施
工前袁村野两委冶干部尧驻村工作队尧村小组长积极开展工作袁利用户主
会尧屋场会和现场会袁大力宣传和动员村民配合工作遥施工中袁他们积极
跟进袁并及时收集到的村民意见反馈至施工方遥同时袁积极谋划袁待项目
完工后袁统一发包袁发展大棚蔬菜尧水果种植等一批可持续的农村产业袁
助力乡村振兴遥

野小田变大田袁碎田变整田冶遥 曾经无人问津的撂荒地袁经土地调型变
成了抢手的香饽饽遥 整齐划一的高标准农田袁既提升了农业规模化尧集约
化尧现代化发展能力袁又提高了群众生产积极性遥 为保证春耕前全面完成
项目建设袁谢坊镇早动员尧早部署尧早行动袁明确推进时限和责任人袁镇尧
村尧企业联合行动袁制定作业计划袁调配充足的人员和机械力量遥 在具备
复工条件后袁就第一时间启动建设袁保证春耕前施工完成袁不误农时遥 在
施工中袁坚持精细化作业袁及时清理平整区域内树根尧杂物袁保持土壤耕
作层不受破坏袁保证粮食生产力遥 据了解袁谢坊镇 2021 年实施高标准农
田建设 5262 亩袁项目建成后将有效解决农田节水滴灌尧田间道路整修尧
机车耕作难等田间基础设施落后的难题袁促进现代农业增产增效遥

近日袁各地警方破获多起用户恶意
利用商家和电商平台规则的漏洞野薅羊
毛冶构成诈骗的案件遥

专门从事野薅羊毛冶者通常会寻找
商家的规则漏洞袁然后组成团伙凭借人
数优势集团作战袁或利用软件程序野狂
轰滥炸冶遥结果是袁本该惠及广大普通消
费者的优惠被其大量野劫走冶袁商家也没
能收获真正的销量袁 消费者和商家双
输袁只有那些野薅羊毛冶者赚得盆满钵
满遥

野薅羊毛冶行为成本低袁隐蔽性强袁
虽然单笔得手的收益可能不多袁但是其
出手时间短尧频率高尧数量大袁因此每次
行动的总体获利不是小数目袁扩展到整
个市场则更是一个惊人的数字遥 野薅羊
毛冶 者的存在扰乱了社会和经济秩序袁

其中更有部分行为涉嫌犯罪袁 值得警
惕遥

野薅羊毛冶会对社会造成危害遥诚信
是市场经济的动能袁诚信原则要求市场
参加者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公益
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遥野薅羊毛冶摧
毁了诚信这一基础袁令市场经济中基于
诚信的善意受到伤害袁势必增加整体的
交易和信用成本袁 影响全社会的福祉遥
少数人利用野薅羊毛冶获利袁这不仅不利
于新业态良性发展袁长此以往消费者也
会受到不诚信的反噬遥

野薅羊毛冶行为的危害还不止于此遥
一些野薅羊毛冶的策划组织者袁以野无本
套利冶野快速致富冶引诱涉世未深的青少
年参与其中袁 利用他们的单纯无知袁为
其不法行为野火中取栗冶袁导致这些青少

年轻则沾染上不劳而获的恶习袁重则触
犯法律袁留下人生污点袁令人气愤遥

针对野薅羊毛冶行为袁有关部门的整
治从未停止遥 今年 5 月袁最高法相关负
责人表示袁针对新兴互联网产业发展不
规范尧打法律擦边球问题袁将加强对市
场公平竞争秩序的保护袁严厉打击网络
刷单炒作信用尧 身份盗用尧野薅羊毛冶等
网络灰黑产业遥

鉴于野薅羊毛冶所图无非利益袁针对
相关漏洞产生的原因袁电子商务平台可
以建立起熔断合规机制袁保证系统和网
络安全袁从源头堵死野薅羊毛冶的机会遥
广大消费者尤其是青少年也应保持警
惕袁 不要因蝇头小利而受人蛊惑参与
野薅羊毛冶行为袁维护自身和社会的长远
利益遥

为困者赋能 助弱者远航
要要要记市赋能济困公益协会

阴记者谢芳玉

不能让“薅羊毛”横行无忌
阴庄红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