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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乐祥和过大年 坚守岗位乐奉献

市领导开展新春走访慰问
本报讯 连日来，市领导黄林

沐、张力量、周天伟、徐德书等分赴
全市各地，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带
去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送上诚挚
的问候和新春的祝福。

市委常委，黄山风景区党工委
书记、管委会副主任黄林沐率队赴
黄 山 区 龙 门 乡 走 访 慰 问 困 难 群
众。黄林沐详细询问困难群众的
身体状况、生产生活和子女学习等
情况，鼓励他们自强不息、克服困
难。黄林沐嘱咐乡、村负责人一定
要把困难群众摆在心上，尽力帮助
他们解决生产生活等方面遇到的
困难，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
的温暖。

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
察委员会主任张力量率队到歙县
石 门 乡 竹 岭 村 走 访 慰 问 困 难 群
众。张力量鼓励他们要相信在党
和政府的关怀下，通过辛勤劳动，
发扬勤劳致富的光荣传统，一定能
早日脱贫致富奔小康。张力量还
要求乡、村干部对困难群众要切实
帮助解决生活、孩子学业等方面遇
到的困难和问题，让他们生活有信
心，有盼头，有力量。

市委常委、秘书长、统战部长
周天伟率队走访看望党外知名人
士和民族宗教界代表人士。周天
伟对他们一直以来为黄山发展和
统一战线所做的努力表示衷心感
谢，希望他们继续关心关注黄山发
展，继续发挥民族宗教优良传统和
自身优势，团结少数民族群众和信
教群众，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贡献
力量。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徐德书，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汪义生，副市
长程红，市政协副主席洪祖根率队
深入黟县宏潭乡革命老区开展慰
问活动，实地了解老区发展现状，
亲切看望“三老”人员。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徐德书赴
休宁县龙田乡江田村开展帮扶慰
问活动。他指出，要大力发展乡村
经济，继续做大做强茶笋、泉水鱼、
毛竹等主导产业，通过发展乡村旅

游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副市长陆群率队赴祁门县、黟

县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将党和政府
的温暖送到困难群众身边。陆群
要求，要始终把安全生产放在首
位，确保老人生命财产安全。要大
力弘扬敬老、爱老的美德，不断提
高老年人生活质量，让老年人老有
所养、安度晚年。要密切关注、跟
踪服务农村非集中供养的五保老
人，确保他们生活安全、温暖。

副市长程红率队看望慰问我
市遗体器官角膜捐献者李建文的
家属和市特校部分贫困生，送去党
和政府的关心和温暖。程红希望
大家树立信心，自强不息，好好学
习本领，用双手去打造自己的幸福
生活。

副市长程红率队赴屯溪区走
访慰问贫困残疾人和计生特殊家
庭，送去党和政府的关心与问候。
程红叮嘱有关部门要多关心、多帮
助困难群众，严格落实有关帮扶政
策，为困难群众多解决实际问题。

市政协副主席、市总工会主席
胡宁率队赴奥菲家具看望慰问困
难职工。胡宁要求，要充分发挥企
业工会作用，多渠道、全方位关心
关爱职工，尤其是困难职工，不断
提升职工归属感和幸福感。要加
大创新力度，提升产品档次，增强
企业竞争力。要弘扬工匠精神，锻
造职工队伍，全力以赴将公司打造
成为集文化力、创新力、匠心力于
一身的优质企业，进一步做大做
强。

市政协副主席万国庆率队赴
休宁县陈霞乡回岭村开展脱贫攻
坚结对帮扶和送温暖活动。万国
庆指出，要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切实抓好美丽乡村建设、乡村
招商和人才培养引进工作，立足自
身特色优势做足文章，多措并举壮
大村集体经济，进一步巩固脱贫成
果。希望各帮扶单位结合各自职
能优势，继续力所能及地为回岭村
发展提供支持。

·综 禾·

本报讯 为进一步增强党员
干部在春节期间的廉洁自律意识，
增强拒腐防变能力，黄山区新华乡
紧盯重要时间节点，严格落实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坚决遏制“四风”反
弹，营造清正廉洁的过节氛围。

该乡充分利用“竹富新华”微
信公众号、网络、手机短信、LED显
示屏、横幅等形式，加大对廉洁过
节的宣传教育力度，使作风建设成
为新常态。利用好宣传平台，以更
生动活泼的方式使党风廉政宣传
教育工作更加深入有效，营造一个
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组织干部
职工学习《廉政准则》、“七不准”等
廉政文件，观看警示教育影片，利

用专题学习会、党员活动日重申中
央八项规定和省、市、区委各项规
定精神，切实增强乡、村干部的廉
洁自律意识。结合专题教育、专题
会议，学习十九大报告精神，促使
党员干部进一步筑牢廉洁自律、拒
腐防变的思想。成立由乡纪委牵
头的督查暗访组，在节日期间加大
明察暗访力度，严肃查处顶风违纪
行为，对发现的问题一律点名通报
批评，一律从严从重查处，并追究
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坚决杜绝“节
日腐败”。对节日期间发生“踩红
线”“闯雷区”等顶风违纪行为，按
照党风廉政相关规定，严肃追究责
任，绝不姑息迁就。 ·欧阳如晨·

新华乡：把好“廉关”过“廉节”

2 月 15 日，大年三十。休宁县鹤城乡渔塘村村民朱志民全家人欢聚在
一起，喜气洋洋欢度新年。朱志民兄弟五人，是全村的富裕户，家家几十万
元，生活比蜜甜。 潘 成/摄

◀ 2 月 13
日，休宁县溪口
镇木梨硔村村民
小詹和女友喜结
良缘。

春 节 期 间 ，
两人按照当地风
俗，举办了一个简
朴的中式婚礼，传
统与时尚结合，喜
庆热闹。

汪红兴/摄

2 月 14 日，休宁县商山镇霞阜村举办“迎新春”广场
舞联谊会，用欢歌热舞点燃激情、喜迎新春。

胡国刚/摄

2 月 15 日，大年三十。在市人民医院，许多医务人员坚
守工作岗位，为患者提供细致耐心的诊疗服务。图为在急诊
重症监护病房，护士蒋昱欢带病坚守在岗位上。詹强华/摄

◀2 月 15 日，歙县交警大队民警周磊在徽城
镇古城繁华路段指挥车辆和行人。春节期间，歙
县交警全员上岗，全方位保障城乡交通安全顺
畅。 吴建平 吴洋/摄

▲徽州区岩寺镇下街居委会居民程鸿雁，
在自家庭院举办“2018 年迎新春乒乓球、象棋
友谊比赛”，增添了节日欢乐氛围。

方利荣/摄

（上接第一版）一根桩苗入土，到取
出制作盆景，少则十多年，多则五
六十年，常常是“爷爷栽苗，孙子制
桩”，代代盆景艺人在祖辈们的经
验上加以创新，徽派盆景才得以不
断发展壮大，成为一门艺术。卖花
渔村也以节为媒，促进盆景产业和
休闲旅游的结合。

“接下来我们的工作重点就是
做 好 梅 花 盛 开 期 的 旅 游 接 待 管

理。”卖花渔村党总支书记洪定勇
介绍，正月初十前后，卖花渔村漫
山的梅花就会盛开，届时，漫山遍
野的梅花花开似火，就像卖花渔村
村民红火的生活。以盆景为依托，
以旅游为带动，一个人口不足千人
的小村庄，在继承世代相传的盆景
技艺后，这样走出了一条勤劳致富
的路子，让村庄不断迸发出新的魅
力。 ·凌利兵 吴灿·

卖花渔村春意闹

（上接第一版）你就安心去外面闯
荡吧，一家人多挣点钱，把你的婚
事办得风风风光的。”朱成兆的脸
上泛着红晕。

对于未来的生活，乐观的朱成
兆并不担心。对于他这样的移民，
政府将从水库蓄水之日起，每年给
予每人 600 元的补助。自己有砖
匠手艺，老伴又勤快，不管是住到
城里还是住在安置点新房里，都能
自食其力。而让他尤感欣慰的，因
月潭水库建设而生的月潭湖风景
旅游区，早已与月潭水库建设同步

运行、同步开发。届时，就业机会
越来越多，儿子可以在家门口找工
作，而自己还可以用安置房办农家
乐、搞旅游，那可是正宗的湖景别
墅。

当长条桌上的自鸣钟快走到
12 点时，朱成兆和儿子按照传统
方式迎接了新年。“这是传统，不能
丢。”朱成兆动情地说。“移民生活
更美好”几个遒劲大字，展示了许
多和朱成兆一家一样的移民对未
来新生活的美好期盼和自信！

·陈 佳·

库区移民话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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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千家万户
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把爱家
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
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习近平总书记
在 2018 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充满人
文关怀、洋溢家国情怀、展现大国胸怀，深
刻阐述国家、家庭与个人的深层联系，鲜
明指出中国梦的核心价值和力量源泉，让
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根基更加牢固，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注入强大
动力。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国家
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
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
活不断改善上。党的十八大以来，居民收

入增速跑赢 GDP 增速，平均每年超 1000
万人脱贫，平均每天新增逾 4 万家市场主
体，五年新增就业人数相当于英国总人口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
以造福人民为最大政绩，一个政党不变的
初心，一个国家坚守的价值，让无数普通
人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不断增长，推
动“中国号”巨轮驶入新的水域。

发展的最终目的，是造福人民。习近
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中国梦归根到底是
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
须不断为人民造福。”中华民族走向伟大
复兴的过程，正是人民生活发生翻天覆地
巨变的过程。无论是从站起来、富起来到
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还是从“赶上时代”

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渐行渐近的中
国梦，让个人梦拥有了广阔空间。在这个
意义上，“宏大叙事”的国家梦、民族梦，正
是在一个个“具体而微”的个人梦、家庭梦
的实现中铺展；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满足个人对人生出彩机会的渴望，正
是中国梦最富魅力的章节。

春节是万家团圆的日子。团圆不仅
是亲朋相聚、阖家团聚，更是对中华民族
命运共同体的拥抱，是对修齐治平、家国
情怀等传统文化价值的认同。如果说，

“大河没水小河干”阐明的是命运共同体
逻辑；那么，“小河有水大河满”则揭示了
发展进步的动力机制。在扶贫一线，在创
业前沿，在工厂车间，在田间地头……你

所站立的地方就是你的舞台，把爱家和爱
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
国家梦、民族梦之中，就能将 4 亿多个家
庭、13 亿多人民拧成一股绳，汇聚起夺取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团聚最喜悦，团圆最幸福，团结最有
力。在新征程上携手前行，每个人都是中
国“梦之队”的一员，每个家庭都是中华民
族大家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最大程
度吸纳人民群众参与改革发展，最大程度
促进全面小康的共建共享，最大程度动员
全体人民同心共筑中国梦，我们的国家和
民族就会更好，我们的伟大事业就会更加
朝气蓬勃。 （新华社北京2月15日电）

千家万户好，国家才能好
□ 人民日报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