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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弘扬见义勇为英雄事迹集中体现
出的中华美德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
断激发全社会明德惟馨、崇德向善的内生
动力。

伟大的事业呼唤伟大的精神，崇高的
梦想呼唤崇高的品德。新时代新征程，更
需要榜样的力量、榜样的激励。

人民的英雄，社会的榜样，国家的财
富。听到有人呼救后，人民教师王红旭百
米冲刺、纵身跃入滔滔江水，先后救回两名
落水儿童；为保护同学，95 后女孩崔译文
阻挡歹徒身中 8 刀，在 ICU 抢救了 3 天才
转危为安，醒来后首先关心的是同学的抢
救结果怎么样；特大暴雨来袭，网约车司机
杨俊魁在汹涌洪水中成功救起 5人，并先
后提醒150多辆车内的数百名群众平安撤
离隧道……不久前，第十四届全国见义勇
为英雄模范表彰大会召开，英雄模范的见
义勇为善举，感动了无数人。

“德不孤，必有邻。”为他人安全挺身而
出，为家国安宁赴汤蹈火，从来都是中华儿
女看重和敬仰的崇高品质。在他人遇到危
险时，见义勇为英雄模范挺身而出、慷慨赴
险，以平凡之躯行英雄之事，书写了可歌可
泣的精神篇章，树立起可信可学的身边榜
样。他们是道德的践行者、精神的引领者，
他们以先进事迹和高尚品质生动诠释了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内涵。高规格表
彰见义勇为英雄模范，为的就是在全社会
大力弘扬他们身上展现的英勇无畏、匡扶
正义的鲜明品格，营造崇尚英雄、学习英
雄、关爱英雄的浓厚氛围，努力使见义勇为
成为人民群众的道德准则、行为原则、自发
选择。

“一人兴善，万人可激”。崇尚英雄才
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党

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各有关部门大力弘扬
见义勇为精神，全面加强宣传引导、评选
表彰、权益保障等工作，见义勇为事业取
得长足进步。人民尚正义，社会有正气，
民族才会生生不息，国家才会兴旺发达。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必须充分利用多平
台、多途径、多方式褒奖、宣传见义勇为英
雄事迹，让更多的人见贤思齐，更加坚定
对见义勇为者的认同，从而积极主动加入
见义勇为的行列之中。同时，我们也要深
入弘扬见义勇为英雄事迹集中体现出的
中华美德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激
发全社会明德惟馨、崇德向善的内生动
力，让凡人善举成为时代风景，让美德浸
润社会每个角落。

弘扬见义勇为精神，离不开持续有
效筑牢法治基石、增强制度保障。在突
发紧急条件下，特别是救助者自身都面
临危险的情况下，见义勇为往往意味着
要承担高风险。道不可坐论，德不能空
谈。只有健全见义勇为权益保障制度机
制，加强政策支持、优待帮扶和执法司法
保障，才能消除见义勇为者的后顾之忧，
推动形成崇尚、支持、敢于见义勇为的良
好社会风尚。

伟大的事业呼唤伟大的精神，崇高
的梦想呼唤崇高的品德。习近平总书记
深刻指出：“新时代是需要英雄并一定能
够产生英雄的时代。”新时代新征程，更
需要榜样的力量、榜样的激励。充分发
挥见义勇为表彰奖励的精神引领、典型
示范作用，以英雄模范影响人、感召人、
带动人，必将推动形成好人好事层出不
穷、善行义举不断涌现的生动局面，为建
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汇聚
强大正能量。

▲为纵深推进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
行动”，进一步强化社会面管控预防制止和
惩治震慑违法犯罪活动，8月 7日晚,瑞金公
安全警动员、全力以赴,在全市各乡镇重点
路段、重要路口开展常态化夜间设卡盘查。
当晚，交管大队查处酒驾人员 3 人、无证驾
驶 1 人。接下来市公安局将凌厉推进夏季
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从严从快打击违
法犯罪，织密织牢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以实
际行动守护万家平安。 梁念林 摄

7月中旬，又到了丰收的季节。日前，笔者
走进万田乡板仓村，只见稻田里金黄色的稻穗
迎着阳光掀起阵阵稻浪，万亩早稻开始进入成
熟期。一位精干的汉子正在田间指导村民劳
作。他就是市人大代表、板仓村村支书袁金长。

说起丰收的早稻，板仓村的村民有话说：
“山区村不习惯种植早稻，是我们袁书记一次次
地上门宣传，我们才知道种粮国家有补贴，还关
系到国家战略嘞，无论如何我们都得种上。”朴
实的话语里透露出袁金长在抓早稻生产中的艰
辛，讲解惠民政策、解决农田灌溉、提供技术支
持、畅通销售渠道，他抓紧抓实粮食生产，加强
田间管理，环环紧扣、一招不落，确保应种尽种、
种优种好，为板仓村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没有豪言壮语，有的是人大代表的责任担
当。每天走村入户，了解村情民意是袁金长的日
常工作,他把自己当成老百姓的“兵”，小到地里的
农事，大到村里的规划建议，都事无巨细件件上

心。有村民反映他们这片稻田因受地质灾害影响
导致水渠堵塞，灌溉用水无法进入，严重影响早稻
种植生产。获悉这一情况后，袁金长顶着烈日开
展实地调查，充分听取附近村民的意见建议。为
迅速解决好这个问题，袁金长带领村组干部用锄
头和铁锹，将总长几百米的水渠进行了疏通，同
时还安排抽水机，从附近河渠中将河水抽到灌溉
水渠，加大了水渠的水流量，确保了这片农田的
灌溉用水。

早稻移栽后，田间管理非常关键。为更好
服务群众，袁金长经常利用空闲时间向农技人员
学习水稻种植管理知识，并现学现用、活学活
用。他经常深入村组田间地头指导农民防治早
稻病虫害。遇到自己不懂的问题，袁金长马上向
农技员请教，立即帮助村民处理，做到问
题不过夜、不过人，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
早稻种植保驾护航。

早稻收成在即，稻谷销售也是种植

户较为担心的一个问题。这时，袁金长当起了
推销员，将农户种植早稻的场景拍成小视频在
微信、微博等平台上宣传，发动身边亲朋好友联
系熟悉的企业、商超合作销售，并建立了专门的
销售微信群，推送销售信息，实时分享销售数
量、早稻存量等数据。截至目前，袁金长已帮助
村民卖了9.6万元的早稻，解决了村民的后顾之
忧，让村民丰产也丰收。

作为一名村支书，袁金长主动扛起粮食生
产的政治责任，在杜绝抛荒、鼓励生产、为民服
务方面发挥了“主心骨”作用，充分彰显了一名
人大代表的为民初心和忠诚担当，是当之无愧
的农民“贴心人”。

本报讯（钟海云 记者吴志锋）接天
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盛夏正是
白莲收获的时节，日东乡湖陂村莲农的脸
上洋溢着喜悦之情。8月10日一早，村民
李小毛便下田采摘白莲，看着满满当当的
莲蓬，脸上露出幸福的微笑。

白莲种植让李小毛成功脱贫，更让他
家走上康庄大道。他算是村里种植白莲
的大户，种植面积 20 亩。虽然今年白莲
因天气影响收成不如去年，但每斤的价格
要比去年高出2元左右，且农户对莲子的
销售一点都不担心，村里就有莲子加工作
坊和收购网点。村民种植的白莲供不应
求，远销广东省东莞、深圳等地。

在湖陂村湾子桥小组，两家家庭莲
子加工作坊里的莲子剥皮机和去芯机马
力全开，隆隆作响，有序运转，有时持续
到深夜。六七个村民熟练往机器倒入带
壳的白莲，一个个鲜莲从机器蹦出来。

大家忙得不亦乐乎，毫无睡意。其中一
个作坊主人叫赖冬梅，是村里的脱贫户，
夫妻俩都是肢体残疾人。去年赖冬梅的
丈夫因意外事故不幸离世，但她一个人
依然把莲子加工作坊经营得有模有样，
每年从 7月忙碌到 10月。2021年她的莲
子加工作坊盈利 3万余元。在赖冬梅那
里工作的村民有三五人，大多都是老人，
每小时 8 元钱的报酬，一天下来也有 80
元出头，对于村民来说也是不错的收
入。湖陂村像赖冬梅家这样的莲子加工
作坊一共有 4 家，带动 20 余位村民在家
就近就业、增加收入。

白莲产业是湖陂村的特色产业。
种植白莲已有 40 余年历史。据统计，
2022 年，该村种植白莲 800 余亩，基本
上家家户户都种植了白莲。白莲种植
助力村民走上致富路，为乡村振兴贡献
力量。

本报讯（刘学璘）8月 4日至 6日，全
市政法系统政治轮训班在瑞金干部学院
举办。参训对象为政法系统科级干部、乡
镇政法委员、政法委全体机关干部等 170
余人。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政
法队伍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提高
政法干警政治素质、纪律作风、工作能力，
政治轮训班开展专题教学7次、讨论活动
1 次，同时还举办了警示教育、革命传统
教育等多项活动。培训时间紧凑、内容丰
富、形式新颖、纪律严明，全体学员全身心
投入到政治轮训学习中，认真听讲、积极
思考，进一步提升政治素养、坚定理想信
念、提升工作水平，达到了培训目的，实现
了预期效果。

培训教学针对当前政法工作新形势，
以政治教育为主线，结合实际工作需要，
设置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党的十九届六中
全会精神学习、党风廉政教育、警示教育、
政法工作条例、信访工作条例专题教学、
党的二十大安保维稳等针对性较强的培
训内容。同时，通过分组讨论的方式，深
化学思践悟，让学员们通过互动交流进一
步加深课程印象、提高学习效果。

结业仪式中要求，要进一步提高政治

站位，做到公私分明，从公心出发，以公心
履行职能，做到公平公正地开展每一项工
作；要进一步守好底线，把握好原则底线，
不折不扣的按照制度要求做好重点人员
的服务管理；要把负面清单当做约束性的
指标，谨慎开展工作；要进一步主攻重点
工作，重点提升公众安全感和政法满意
度，着力提升常态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
知晓率和满意度，大力加强系统整治电信
网络诈骗，强力开展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
项行动，用好跨部门大数据办案平台；要
进一步争先创优，政法轻骑兵和平安服务
队要严格管理、加强培训、提升能力，每个
乡镇要以综治中心为依托，做到有平台、
有制度、有场所、有载体、有成效；要进一
步改进作风，政法干警作风要做到“两高
两好”，即精神面貌好、工作态度好和工作
效率高、工作质量高。

“内容丰富，收获满满”是此次政治轮
训班学员的共同感受。学员们纷纷表示，
将以此次研修班为契机，切实增强纪律意
识、根植理想信念、提高业务水平，将培训
知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转化为服务平
安瑞金建设、助力瑞金高质量发展的实际
行动，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
开！

★我市切实保障村干部基本报酬，
建立村干部报酬稳定增长机制，实行村
干部任职年限增长补贴和学历层次补
贴，激发村干部干事创业热情，为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推动乡村振兴提供坚强的
组织保证。村干部任职年限增长补贴设
置最高 2 届期限，10 年封顶，工作每满 1
年且考核合格及以上等次基本报酬每月
增加 50元，从 2021年村“两委”换届起计
算。对新取得大专、本科、在职研究生学
历的，分别一次性给予 2000 元、5000 元、
20000元的学历层次补贴，学历层次补贴
按 3:3:4 比例分三年发放。目前，我市组
织和民政部门正对 217个村委约 1053名

村干部的薪酬、任职年限增长补贴和学
历层次补贴进行审批，并将于近期发放
到位。 刘建安

★为改进工作作风、提升大厅文明服
务水平，进一步提高医保窗口服务质量、
优化营商环境，8月9日，赣州市医疗保障
局瑞金分局经办服务大厅结合《瑞金市政
务服务工作人员行为规范》，建立医保窗
口电话接听制度，对窗口工作人员开展规
范用语学习活动，窗口工作人员通过学习
使用文明礼貌用语，提供文明、准确、便
捷、高效的经办服务，用实际行动打造群
众满意医保窗口。 罗蓁

8 月 8 日，瑞林
镇瑞红村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巾帼志愿
者开展不定时防溺
水 巡 逻 活 动 ，利 用
高音喇叭播放防溺
水“六不准”知识，
提高群众的防溺水
意 识 ，守 护 儿 童 假
期安全。图为志愿
者正在梅江河畔巡
逻。

叶琼
记者吴志锋 摄

厚植沃土助耕保粮
情系桑梓共谋发展

——记农民“贴心人”袁金长

白莲助农走上致富路

政法系统政治轮训班圆满结业

大力弘扬见义勇为精神
□亓玉昆

向模范学习 与榜样同行

□蓝玲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