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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江南更是文化的孕育之地。南
义的山清水秀，孕育了清新高节的竹子，便也由此诞生
了传承几千年的竹编工艺。

竹编声声唤记忆，竹编丝丝编织忙。我们从几千年
的历史长河中搜寻那一抹竹编的回忆，看见竹编的身影
从唐朝发源，丝丝溪流不绝，随着手艺人队伍的壮大而
汇聚成一股源源不断的长河。它流经明朝，被历史细细
洗涤，与书画、漆器、首饰交织沉淀出浓郁的生活气息和
独特的艺术文化。它流经封建时代，高唱过鼎盛时期，

而如今它洗去一身古色古香，丝丝哀叹，仿佛已然沉寂；
千百年来的歌唱真的就此停息了吗？疑问展开时却又
被现实拉扯回来，当手触摸到到竹篮、竹筷、提篮、鞋篮、
竹席、竹椅、竹箩、竹笠一个个冰凉细致的生活用品时，
当眼看到一个个日常用具在家中真实可用的身影时，当
耳朵听到南义娃唱跳歌舞，稚嫩的小手轻轻晃动着如柳
条般细的竹丝清脆的响声时，我们恍然明白，竹编文化
与我们的生活互相交融、难舍难分，它早已渗透到我们
骨子里，永远在我们的灵魂深处歌唱。

2008 年，瑞昌南义竹编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它告诉全世界，竹编永远是中华民族文化不
可割舍的一部分，是谱写新中国文化的不可缺失的音符。

在新的形势下，竹编注入新鲜血液，不断打开思路，
引吭高歌。展馆里栩栩如生的飞禽走兽竹雕像、生动可
爱的竹编猪、色彩鲜艳的鸡冠水果篮，产业基地里整整齐
齐晾晒的篱笆、火炬，学校里传承教学课堂上南义娃编出
的未来盛世景象……竹编已换上新时代的华美外袍，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河流中婉转连绵、溪流不尽。

瑞昌市南义镇

竹编，源源文化流不尽
胡竞文

瑞昌讯（王定华 雷潇）近年来，瑞昌市南阳乡严
格按照《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要求，真
抓实干，加快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进一步提升农
村人居环境水平，绘制美丽宜居宜游新村庄。

树立精品意识，着力将新村点打造成为环境优
美、设施配套、宜居宜游、乡风文明的示范点。2019
年护岭村王家新村点荣获瑞昌十佳“最美乡村”“新农
村建设示范点”等多项荣誉。待今年所有新村点建成
后，所有山下村庄新农村建设覆盖率达到 100%。

全面打响城乡环境综合整治“三大战役”，对辖
区 18 公里杭瑞高速公路、武九客运专线、瑞南路双护
路和瑞横路沿线“三线”环境开展重点整治，投入资
金近 80 万元对 66 个自然村实施环境卫生整村推进，
对全乡农村人居环境进行全面提升。投入资金 100

余万元，启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试点工作，已在
双桥、护岭、排砂等村全面铺开，农村生活垃圾治理
向资源化精细化推进。

全力抓好农房管控，坚决打击“两违”不松懈，保
障辖区建设秩序有规范。深入推进“厕所革命”工
作，因地制宜抓好双桥村、燕山村“厕所革命”整村推
进 工 作 。 以“ 三 色”管 理 为 内 容，强 化 村 庄 日 常 维
护。以“三项”活动为主题，丰富群众精神生活，提升
群众幸福指数。

加快补齐水、气、污染处理设施等突出短板，加
强对水利、交通等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实施沟渠硬
化、河道清淤治理等工程。扩大基础设施公共服务
供给，提高为民办事效率，不断增强农民群众的获得
感、安全感。

瑞昌市南阳乡
合力攻坚优环境 建设美丽新村庄

瑞昌市夏畈镇
抓实党建工作 聚力共促发展

瑞昌讯（李媛）今年以来，瑞昌市夏畈镇坚持以党建工
作为引领，统筹推进各项重点工作，在夯实基础的同时突出
亮点特色，树好“青铜精神闪耀，为党旗增辉”工程品牌。

该镇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以推广

“学习强国”为抓手，为党员干部学习党的新思想、新理
论、新政策提供便捷渠道。

要求各基层党支部围绕“团结党员、带领群众、推进发
展”思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推进
移风易俗，不断发展壮大秀珍菇村集体经济，增强村级自我
保障和服务群众能力，夯实基层党组织的经济基础。

规范建立年度基层党建工作资料台账，定期召开每
月党建工作例会，调度上月党建工作完成情况、梳理存在
问题，研究部署下月工作任务。固化“三会一课”、主题党
日、党员月月行和乡村党校等制度和活动，注重会议实
效，丰富活动内容，以高质量党内政治生活夯实基层党组
织建设。

要求所有党员在脱贫攻坚、扫黑除恶、新农村建设、
环境整治、移风易俗等重点工作中带头遵守规定，做好政
策“宣传员”“实践者”。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冲锋在前，筑
牢保护群众的“防护墙”。

要求全镇党员干部，时刻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戒骄戒躁，奋发进取，清廉自守，既做推进发展的先锋，又
当遵守政治规矩和政治纪律的模范。

武宁县清江乡
打造扶贫车间“升级版”

武宁讯（赖艳华 黄郭樱子）近日，九江市军分区精
准帮扶龙石村的扶贫新车间项目正式开工建设。

龙石村位于武宁县清江乡的大山里，是“十三五”
贫困村，其交通不便、村集体经济薄弱、就业困难，一直
困扰着龙石村的发展。对此，龙石村包挂单位市军分
区高度重视村经济发展，2019 年 4 月从浙江义乌引进
了小商品加工项目，在龙石村推广了就业扶贫车间，采
用来料加工的形式，让贫困户利用农闲时间在车间或
在家务工。这种就地就近就业的模式很快受到大家欢
迎，让贫困户兼顾家庭的同时还能够参与到扶贫车间
的工作中来，拓宽了贫困户的增收渠道，激发了贫困户
主动脱贫、积极脱贫的内生动力。

经过一年多的运作，扶贫车间已经逐步走向正规，
日均产量 2000 件以上。随着订单的不断增多，原有的
扶贫车间已经满足不了现在的需求。经村两委与驻村
工作队多方协商及努力争取，对扶贫车间进行升级改
造，同时建设一处新的扶贫车间，并于 5 月 12 日正式开
工建设，预计于 6 月中旬建成和投入使用。新扶贫车间
面积达 200 平方米，包含商品加工扶贫车间、烘烤房、国
防教育展厅、仓库等，其中烘烤房可以对 150 亩扶贫蔬
菜基地的农产品进行深加工，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增加
贫困户收益。车间建成后能解决 30 人务工就业需求，
预计创造 6 万元以上劳务月收入。

群策群力兴产业，幸福生活有奔头。2020 年，“小”
车间变身为“大”车间，“输血式”扶贫也将彻底转变为

“造血式”帮困，清江乡龙石村将带上满满的信心，助力
脱贫攻坚，踏上幸福的征程。

德安县河东乡
社区代办 群众舒心

德安讯（桂丽虹）“我医保报销的钱到账了，谢谢你
呀！多亏了社区帮忙代办，免去了我们舟车劳顿之苦，十
分方便快捷。”日前，德安县河东乡爱民社区退休老人给
社区工作人员打电话说道。

据悉，爱民社区是原爱民机械厂改制后成立的社区，
大部分职工是外地人，老年人居多。企业改制后，多数退
休职工回了自己老家，因此，看病产生的费用报销非常不
方便。

为切实解决外地退休职工医药费报销难题，爱民社
区主动提供代办服务，为居民办实事、解难题。社区告知
需要报销医药费的居民，把住院和门诊的发票快递寄回
社区，由社区工作人员整理好发票等报销材料，报送至县
医保局报销，发票报销后，将报销款转账至他们的工资卡
上。对于每笔报销费用，工作人员都会不厌其烦、认真处
理，周到细致地做好服务工作。除此之外，有些老人得了
癌症、糖尿病等疾病，需花费大笔检查费、药费。社区就
积极主动地帮他们申请慢性病卡、确定定点医院，开通医
保卡，外地职工住院即可直接刷医保卡结算，减轻他们的
经济负担。

爱民社区承接代办医药费报销工作以来，帮助居民
700 余人，每年医药费报销金额达 200 余万元，解决了他们
的后顾之忧，加深了社区与居民之间的联系，营造了和谐
温馨的社区氛围，更让居民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
与温暖。

德安县车桥镇义门村
家人式帮带暖人心

德安讯（刘琛 伍元熙）德安县车桥镇义门村的兰
某，虽然已有三十多岁，但因为心智只有十几岁，所以
实际看起来也只是个大男孩。他从出生到现在，还没
走出过这个小的村庄。之前他一直和父亲相依为命，
2017 年父亲过世，孤苦的他又有智障和听力障碍的缺
陷，无法独立工作生活。

义门村驻村第一书记在了解了兰某的情况后，决
定安排该村食用菌基地工作人员，手把手带兰某参加
食用菌基地黑木耳、平菇种养工作，能让他每年增加
3000 元务工收入。

每天早上，基地工作人员都从兰某家里带他到基
地吃早餐，给兰某家人式的关怀。在工作中，工作人员
用心用情、不厌其烦地传授他培育技术，反反复复。从
早期的胆怯、警惕到现在的欢笑，家人式的熟悉和亲切
感从他的眼中和表情中真实地展现出来。现在，兰某
已经熟悉了工作流程，每次采摘的时候，他都会端着木
盆，小心翼翼地从菌棒上把菌菇采摘下来。有次，邮政
的工作人员来村里，恰好碰上下雨，几个人自己都没意
识到鞋子全部是泥，而站在一旁的兰某突然就拿出纸
来想帮忙擦鞋。正是在大家的关心帮扶下，兰某用自
己的细心表达着他的感谢。

修水讯（胡敏丽 卢大祥）“厕改好啊！以前我家
是砖砌化粪池，一到下雨就溢粪，臭气熏天，屋前屋
后都不敢落脚。厕改后要肥有肥，不管天晴下雨，再
也没有臭味。”修水县马坳镇白土村村民车爱国说。

近年来，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农
村厕所革命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和《修水县“厕所革命”
三年攻坚行动方案》等文件部署，不断改善农村人居
环境，努力打造秀美宜居乡村，马坳镇依托新农村建
设，大力推进无害化厕所建设，全面扎实做好农村

“厕所革命”工作。
马坳镇共有村居 20 个，居民 7000 余户。2016 至

2019 年，已开展标准化改厕 3000 余户，加上农户自建
自改，无害化厕所覆盖率达 70%以上。

今年 3 月份以来，该镇启动新一轮农村厕所改造
工作，力争全镇无害化厕所做到全覆盖。此轮无害化
卫生厕所改造以“无病菌、无蚊蝇、无臭味、有肥效”为

目的，按室内改造每户 800 元，室外改造每户 1000 元
的标准进行奖补，各村还采取积极引导群众投工投
劳、自筹资金等多形式保障厕改工作稳步推进。

自厕改工作启动以来，该镇充分利用广播、网
络、发放宣传资料等多种形式宣传厕改好处，组织镇
村居干部根据农村厕所现有情况及群众改厕意愿，
明确任务，倒排时间节点，积极开展农村厕所现状摸
底排查工作，共统计需改厕 1258 户。

截至目前，该镇所有村居厕改核准信息表全部
收集到位，其中青板桥村反应迅速，其需改厕的 29 户
预计近日完工。“我们和改厕户签署《厕所革命告知
书》，让厕改户知根知底，买的玻璃钢化粪池有一百
多 斤，人 踩 在 上 面 一 点 事 没 有，改 厕 户 放 心，也 满
意。”青板桥村主任说。

除青板桥村之外，其余村居“厕改”将于 6 月 15
日前全面完工。厕改后，该镇无害化厕所覆盖率将
达 95%以上，居民生活环境将得到进一步改善。

修水县马坳镇
“厕改”在行动 乡村旧貌换新颜

湖口县双钟镇
做好两类人员审核工作

湖口讯（刘春红）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
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重要讲话及省市会议精神，5 月 11
日，湖口县双钟镇组织对各村前期上报的两类人员信息
进行上户信息核实，确保上报的边缘户、监测户信息真
实、完整、可靠。

该镇根据相关文件精神要求、规定标准和识别范围
入户核查，核查内容主要是根据各村前期上报的“五类”
人员尤其是分散供养五保户中人均收入在上年贫困线标
准 1.5 倍左右徘徊的或因大病、重灾致贫抗贫风险能力低
的两类人员。入户核查时要求不走过场，准确、真实填写
边缘户/脱贫监测户排查表。

镇扶贫工作站根据各村上报的《关于审核确认边缘
户/脱贫监测户的报告》，同镇纪委相关人员对各村的两户
人员信息进行核查。一方面推进工作进度；另一方面防
止出现标准把握不严、程序履行不规范等问题。

此次两类人员核查工作，按照谁摸排谁上报谁负责、
数据真实可靠的原则，杜绝优亲厚友、违规上报现象发
生，确保两类人员信息经得起检验。

后期，该镇还将对两类进行定期走访，实时掌握“边
缘户”生活情况，制订合理的帮扶措施，切实做到不让一
个贫困群众在奔小康路上掉队。

为发挥市场主体带动作用，加快以产业扶贫促增收的发展步伐，近日，柴桑区城子镇相关领导
带领各村书记到瑞昌高丰镇考察、洽谈中草药材种植。

安徽亳州药材种植公司对城子镇发展中草药种植前景十分看好，并拟在火龙村试行开发种植观
赏性药材，让城子镇变得水美、岸美、产业美、环境美的同时，又能为农民增收致富创造更多的途径。

（朱承星 摄）

柴桑区城子镇

大力发展中草药种植 加快产业扶贫增收

柴桑区涌泉乡
市农村农业局来乡调研
产业扶贫工作

柴桑区讯（吕清 陈钰）5 月 8 日，市农村农业局调
研组来到柴桑区涌泉乡枫树村调研扶贫产业项目。

调研组听取了枫树村产业扶贫项目的详细汇报，
到枫树村水蜜桃基地和九江昌达畜牧养殖专业合作社
实地询问水蜜桃产业带动贫困户脱贫数量，了解贫困
户务工及分红情况。在昌达畜牧养殖专业合作社，调
研组同合作社理事长交流肉牛产业收入、分红、带动贫
困户情况。调研组还随机走访了 5 户贫困户，深入了解
贫困户实际情况，查看了贫困户和扶贫产业之间签订
的各项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