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和国旗合个影
国庆期间， 我市群众纷纷与国

旗合影，表达自己浓浓的爱国情，并

为伟大祖国送上衷心祝福。

▲吉水县文化广场， 市民在国

庆大型雕塑前，手持国旗拍照留念。

廖敏 摄

荨井冈山大学附中教师和国旗

合影，表达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周莹华、谢久莲 摄

70 公里接力 献礼新中国 70华诞
□ 刘祖刚、本报记者 刘丽萍

若问国庆咋过，会得到一长串各不

相同的回答 ：出游 、聚会 、值班……然

而， 在遂川县泉江镇有这样一群人，他

们的选择方式有点不一样， 这 50 人选

择接力跑完 70 公里， 以庆祝新中国成

立 70 周年。

10 月 1 日 4 时许， 当大多数人还

在甜美的梦乡时， 几位跑友已经奔跑

在遂川县思源中学操场的塑胶跑道

上， 其中一位满头银发的老者身形矫

健。 他叫吕才林，今年已 64 岁，在邻居

的影响下迷上了长跑， 如今已坚持了

3 年。

一公里 、两公里 、五公里……薄薄

晨雾中， 时间悄然流逝，70 公里的路程

也在吕才林的步伐中缩短。 当吕才林跑

完计划的路程时，下一棒接棒的队友尚

未到达，吕老并未停止脚步，而是尽力

帮着队友多跑一些路程。

的确， 这种接力并不等分距离，而

是体现团队战力。 谁状态好，谁多跑些，

谁临时有事，队友帮助，只要一个眼神，

一句吆喝， 就算是因伤等原因未上场

的，也在场准备充足的水、饮料、吃食，

为跑友们呐喊助威。

他们经过 6 个小时 8 分多钟的接

续拼搏，顺利跑完 70 公里。 虽然个个跑

得大汗淋漓，但是挂在他们脸上的是一

种满满的成就感。

遂川马拉松运动真正始于 2012

年。 当时，几位自行车友偶然看到了当

年首届广州马拉松的比赛信息，便萌生

了成立马拉松团队的想法。 2012 年 11

月 18 日， 该县出现了首批完成全程马

拉松的业余跑者。

在这支马拉松队伍里，涵盖了不同

职业不同年龄的人， 也不乏体育健将。

他们都说，跑步锻炼心肺功能，对于提

高其他运动水平大有裨益。 如今，这支

马拉松队伍不断扩大，经常外出参加比

赛。 他们表示，将引领着健康潮流，带动

更多人健康跑、快乐跑。

摄影师小米的

国 庆 假 期
□ 本报记者 罗青

6 时起床洗漱，6 时半准时出门到工作室，等

着化妆师帮准新人们化好妆，就出发去拍摄地。国

庆假期是婚纱照拍摄旺季， 作为婚纱摄影师的小

米，从假期前就已经开始忙碌了。

“我很享受为每一对准新人拍照的时刻，看着

他们在镜头里洋溢出来的那种幸福，很有成就感。

每年的国庆假期， 都是早出晚归， 很累但特别充

实。 ”2015 年，小米从深圳一家杂志社辞职回到老

家泰和， 热爱摄影的他， 在考察了家乡的行情之

后，和几个朋友一起开了自己的婚纱摄影工作室。

今年年份好，结婚的人也比较多，小米告诉记

者， 今年国庆的婚纱照排期， 还是年初就预定好

的，国庆 7 天，就接了 5 对新人的拍照预约。 为了

确保拍摄质量，小米都提前与每一对新人沟通，确

定拍摄风格、拍摄地点，设置好拍摄场景，做好前

期策划，做到有条不紊。

“刚做这行的时候，很多新人都选择到外地

的景点去旅拍，比如云南、海南、青岛。 近两年，

大家都非常愿意在本地拍了，像泰和的麻洲、蜀

口洲 ，吉安的庐陵文化生态园 、古后河绿廊 ，吉

水的桃花岛 、燕坊古村等 ，这些景点 ，拍出来的

效果同样非常美。 ”小米边收拾着拍摄工具边向

记者介绍。

10 月 6 日， 小米要为一对新人拍摄婚纱照，

准新娘黄颖是泰和某单位的一名工作人员， 准新

郎刘胜则是湖南人，在泰和经营自己的网络公司。

为了确保拍摄顺利，10 月 4 日， 小米将小两口约

到工作室，再次确认拍摄细节。

“原本我们也有想过要去外地旅拍，但是看了

很多我们本地的客照之后， 我决定就在家乡附近

拍，现在许多景点都建设得非常好，我就比较喜欢

蜀口洲、庐陵文化生态园、螺子山的景色。 家乡本

来就美，何必舍近求远呢。 ”黄颖一边挑选着拍摄

服装一边与记者聊着。

已经完成了 4 对新人拍摄工作的小米， 正在

和即将拍摄的新人们做细节上的最后确认， 将要

步入幸福婚姻的新人们脸上、 话语中时刻洋溢着

幸福的滋味，让工作室里充满了温馨和美好。

家庭团圆“变”论“晒”
□ 本报记者 张建华

10 月 4 日， 青原山脚下的山塘村。

谢正先家九个孩子全部团圆，一次家庭

聚会， 不经意间就上演了一场晒变化、

晒幸福活动。

谢正先今年 78 岁，幼时逃过难，年

轻时采过石。 如今，孩子全部成家立业，

自己和老伴在家含饴弄孙，日子过得有

滋有味。

话题的引起是孙辈们议论天安门

广场盛大联欢活动中的高科技运用，瞬

间引得谢正先老伴李金连忆苦思甜 ：

“现在一年受的苦和累， 都没有原来一

天的多。 ”

大儿子谢大文和妻子都是小学教

师，今年被委派到一个村小任校长。 他

“抛砖引玉” 说感受：“早些年一直发愁

小孩在哪读幼儿园。 现在乡镇也有公办

幼儿园，问题迎刃而解。 自己可以放心

干事业，小孩也跟随大人不留守。 ”

老三是女儿，也是教师。今年暑假刚

查出患有乳腺癌， 她接过话茬：“现在医

疗条件和技术突飞猛进， 很多药都纳入

了医保，不再有因病致贫的后顾之忧。而

且出院直报，不需为了报销来回跑。 ”

青原山近年来打造旅游聚集区，需

广泛用工。 老二就嫁到青原山附近，平

常忙完农活就去景区务工。 她说，再也

不用到外地务工，能照顾家里，收入也

不差。 丈夫是泥工，收入更多，“做梦都

想不到还能添置小汽车。 ”

老九谢大武是水电工，平常在工地

忙个不停，当天也“得闲”在家。 他说：

“自己当老板，尊重员工享有休息权，也

该给自己放个假，和家人一起享受团聚

的快乐。 有钱有闲，这才是过日子。 ”

每个人都犹如启开宝盒，将自己的

宝物一一炫耀……老四夫妇俩在村里

开了个超市， 日子红火。 他感触颇深：

“小时候缺衣少食， 不知这种苦日子何

时是个头。 没想到现在物资丰富，应有

尽有。 ”

“我来透露个小秘密。 ”老六急不可

耐。 她生二胎后，一直感觉住房小了点。

她说：“家婆老房子要征拆，可申请到大

的安置房， 老人以后可以住得更近，也

宽敞了。 ”

老五在城里经营女装专卖。她身着

盛装，40 出头仍保持着青春与朝气，俨

然一个模特。 “我要给自己的品牌做活

广告。 ”她的儿子在读大学，学艺术，她

打开手机，将儿子的作品一一展示。 儿

子当天不在现场，答曰：“跟同学旅游去

了，参加工作前，多看看祖国的大好河

山。 ”

老大在九江上班，刚退休。 她猴急，

连珠炮似地说道：“原来回一趟真难，大

包小包，疲于奔波。 现在回来觉得一次

比一次便捷。 听说高铁就要开通，那更

方便，随时可解思乡苦。 ”

老七也在九江工作。 “思亲之苦好

解了。 家中装了宽带，父母也用上微信，

在线视频，即时可见。 ”说完撒着娇抱着

妈妈，“不过， 还是和妈妈在一起更幸

福。 ”

欢愉的交流在继续，每个人尽情晒

着自己眼中的变化，纵情释放荣耀……

谢正先一语中的：“你们家家有汽车、户

户有新房，与奋斗分不开，但国家强大

才是根本……”

人人笑逐颜开点头称是 。 此情此

景，没有任何预先策划和刻意组织。 老

七呈上一个大蛋糕。 “这是个团圆蛋糕，

也是新中国的生日蛋糕，整出点仪式感

来……”

孩子们个个欢呼雀跃， 拥围而来，

唱响了“祝你生日快乐……”

欢歌笑语掌声在秋夜里迷人的小

山村回荡！

动态研判 全力以赴

我市各地联动抗旱保民生
本报讯（记者龙建）近期，我市出现持续高温晴热天气，多地

出现不同程度的旱情。 为保障百姓生产生活用水，连日来，各地

各部门放弃节假日休息，密切关注旱情动态，强化工作措施，全

力以赴开展抗旱保供水保苗工作。

根据早前防旱抗旱工作部署，市防指加密旱情会商研判，每

日一调度各地旱情。针对目前部分城镇出现的供水紧张，以及山

丘区出现的人饮困难， 各地各部门把保障群众饮水安全放在抗

旱工作首位，积极采取打井抽水、送水等措施，保障群众生活用

水需求。 截至目前，全市已投入抗旱人数 18.34 万人、抗旱资金

4712 万元，启用机电井 3652 眼、泵站 443 处、机动抗旱设备 2.8

万台套，抗旱用电 443 万度，浇灌面积 4.1 万公顷，解决饮水困

难人员 1.6 万人。

另据各地上报情况，市防指已协调加大万安水库发电流量，

缓解县城水厂引水困难； 吉水县本级财政预算 700 余万元用于

18 个乡镇打抗旱井；泰和县会同市地质队深入一线指导灾区群

众打井找水；吉安县打抗旱井 45 口，其中人畜饮水机井 1 口。农

业部门组织技术人员深入吉安县、 永新等地指导水稻和果树的

抗旱保苗工作。 市、 县两级已累计组织开展抗旱降温增雨作业

157 次；地面碘化银烟炉作业 20 次，播撒碘化银焰条 30 根，累

计增加降水约 1.4 亿立方米，累计影响面积 4.21 万平方公里。

据气象部门介绍，9 月以来，我市平均降雨 16.1 毫米，比多

年均值（92.3 毫米）偏少 83%，其中吉水、峡江及新干 3 县连续

46 天无有效降雨。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百姓生活看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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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防办：

坚守初心 履行职责
本报讯（肖仁烈、记者肖莉华）近日，市人防办组织全体党

员，来到青原区东固革命根据地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

全体党员在青原区敖上村参观了红军时期的防空洞、 毛泽

东旧居、 无线电培训班旧址。 在东固革命烈士陵园开展祭扫活

动，并重温入党誓词，在博物馆聆听了东固革命斗争史，参观了

知青馆，邀请东固历史研究会会长唐禹成讲授了“东固根据地的

创造、特点与历史地位及巨大贡献”。

该办通过参观、听课以及重温入党誓词，让党员们进一步了

解中国革命史，更加坚守了自己入党时的初心，坚守了为人民服

务的初心，坚定了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履行好使命，更加敢于担

当的决心，促进主题教育的有序开展。

老徐的出行故事
□ 本报记者 贺晓梅、实习生 李德文

从主要依靠步行到拥有第一辆自行车， 从绿皮火车到时速

几百公里的高铁， 从长时间排队只为挤上车到如今手机一点就

能叫到快车……生活的变化，让徐建强感慨万千。

“过去出门基本靠走。那时候最向往的就是家里能有一辆自

行车，能让自己少走几步路。 ”家住泰和县的徐建强今年 50 岁，

习惯称自己为老徐。老徐说，他的这个愿望，直到 1989 年结婚的

时候才得以实现，“家里买了一辆自行车， 作为我结婚的三大件

之一。”骑着自行车去上班，那是老徐年轻时觉得最拉风的事。随

着时间不断前移， 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 也影响了老百姓的生

活。 摩托车、小汽车，开始逐渐走进寻常百姓家。

2004 年，眼看身边的朋友陆陆续续买了小汽车，老徐下决

心淘汰了家里的摩托车，买了第一辆小汽车。 为了庆祝，老徐提

车当天带着家人去万安玩了一趟。十几年过去，家里的小汽车已

经换了两辆，老徐也许久没有自己开车了。“车给我儿子开了，省

事。 我出门坐公交、叫快车都很方便。 ”老徐说，现在出行方式的

选择也很多，“火车、飞机，随你选。 ”翻开记忆，老徐又想起了当

初挤火车的场景，“赶上过年，就人先挤上去，行李再托朋友从窗

户塞进来。 ”车厢里站不下了，甚至有人爬到行李架上躺着。

不过，这样的场景，很快便停留在了老徐的记忆深处。 几十

年时间，吉安老百姓的生活已实现了飞一般的跨越。 “今年年底

吉安也要通高铁了，往后我们的出行会更加方便快捷。”老徐说，

很高兴能赶上这样的好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