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8日，出发前一
天晚上，徐语宣的父亲
徐小军把刚保养过的摩
托车推进出租屋。

在2015年春运中，
不少孩子也跟随父母加
入返乡大军，只为与远
方的家人共度新年。徐
语宣今年3岁，她的父
亲徐小军和母亲盛丹是
来自丰城的“90后”，一
家人一年中大多数时间
在福建泉州生活，靠徐
小军做装修工的收入为
生。春运期间，由于火
车票一票难求，徐小军
决定加入“铁骑大军”，
骑摩托车带着妻子女儿
回丰城老家过年。在一
家三口的“铁骑回乡
行”中，摄影师跟随他
们，横跨两省多地共
600多公里，记录他们
的回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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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丰城讯 （记者许卓）2月 13
日 10 时，一场特别的工资发放仪式
在丰城市商贸物流城内举行。在丰
城市人社局、信访局、建设局等几个
部门的共同见证下，一家房地产企业
现场将 2000 万元工资发放给约 600
名农民工。

“在工地上干活特别累，还担心
过年拿不到工钱。”在发放现场，今年
59 岁的丰城市拖船镇人王梅清告诉
记者，被拖欠工资是常有的事，“不给
也没办法，我们对对方不能打不能
骂，还得好言相劝，希望对方把钱早
点结清。”不过，今年王梅清可以过个
安心年了，因为当天他就可以领到辛
苦打工4个月赚来的2万多元钱。钢
筋工刘春亮也高高兴兴带着儿子来
领工钱，刘春亮是钢筋工队伍里的一
个小组长，当天他要替 100 多人领
100 多万元钱。“在年前就一分不落
地把钱全部付给组里的工人，真是太
好了！”

据了解，这是丰城市第一次举办
如此大规模、公开的工资发放仪式。
丰城市人社局副局长黄细发告诉记
者，由于经济不景气，今年的讨薪形
势较往年更严峻。一个月前，丰城市
人社局就派出工作组对全市进行了
调查，发现房地产企业和煤矿企业拖
欠农民工工资“隐患”最大。此次举
行现场发放工资仪式，目的就是要起
到示范引领作用。“诚信守法的企业
值得被鼓励和学习，对于诚信企业，
我们在企业及负责人评模、评先上都
将予以优先，符合条件的我们将授予

‘劳保诚信企业’，这对企业来说无疑
也是一块‘金字招牌’，能塑造企业良
好形象，让企业在招工方面更有竞争
力。”

“我是实实在在发了 2000万元，
没有拖欠工人工资，我不是作秀，也
不怕别人说我作秀。”2月13日，此次
发放工资的鼎昇地产董事长王晓忠
直言，自己曾是国企下岗职工，深知

农民工赚钱不易，因此认为无论如何
都不能拖欠农民工工资。此外，由于
企业“有多大脚穿多大鞋”，没有盲目
扩张，所以资金链也没有问题。王晓
忠还表示，此次带头参与工资发放仪
式，也是对自身企业的一份鞭策，“让
社会都知道我们企业今年没有拖欠
工资，如果明年拖欠，那就是砸了自
己企业的牌子。”承建单位负责人饶
小恩当天也来到发放现场，饶小恩
说，接工程最担心的就是不能及时拿
到开发商的钱，“拿不到钱我们也发
不了工资，遇到这样诚信的开发商，
我今年过年也踏实了。”黄细发告诉
记者，追讨欠薪是一个系统工程，需
要人社、司法、公安、建设等相关部门
形成合力，该处罚的处罚，该移送公
安的移送公安，该停业整改的停业整
改，才能起到较好效果。丰城市人社
局还准备将一些拖欠工资金额大、时
间长、性质恶劣的不诚信、不守法企
业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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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同期少下一半雨
监测显示，今年以来，全省平均

降雨量 46 毫米，比多年同期均值少
57%，其中降雨量最多的为赣州市58
毫米，偏少 38%，降雨最少的九江市
32毫米，偏少63%。2月份以来，全省
平均降雨量仅6毫米，比多年同期均
值少83%。受降雨严重偏少影响，赣
江樟树站、丰城站、南昌站、外洲站；
乐安河虎山站、信江弋阳站等出现了
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位。

2 月 15 日下午 3 时，鄱阳湖标志
性水文站水位降至7.60米；赣江南昌
站水位只有11.59米。比历年最低水
位 11.83 米（2013 年 11 月 10 日）低
0.24米。

水位低但水流量较高
水位连创新低，有降雨量少的天

气因素，也有人为因素。省防办有关
人士介绍，近年来赣江中下游非法采
砂活动较频繁，导致河床下切明显，
水位自然较历史数据偏低。在赣江
中下游一些河段，与 2000年比较，河
道被挖深了4米多，大量宝贵水源位
于中间狭小的深切河道里，远离河
岸，无法抽取利用。

“赣江水位低，更多因素是河床
严重下切所致。”水文专家称，尽管此
时赣江水位到了最低，但不属于严重
缺水状态，因为流量还是较大，水流
量仍然保持在 500立方米每秒以上，
不属于缺水状态。

据介绍，赣江南昌段实测流量达
500 立方米/秒，该段历史最小流量
172 立方米/秒（1963 年 11 月 3 日）。
专家介绍，该数据说明目前赣江水量
较充沛。事实上，通过对赣江南昌段
水位流量关系的分析，结果显示：虽

然近年来赣江南昌段水位屡创新低，
但流量却呈增大趋势。

多座水库开闸放水
省防总建议各地根据当前降雨

偏少、河床下切、用水量增加的新形
势，加大资金投入，增加临时取水设
备，采取延长取水管道、降低取水口
高程等工程措施，对取水设施进行改
造，尽全力确保春节期间供水安全。

省防总根据各地用水要求，科学
算好水账，加强水利工程调度。据介
绍，去年 12 月以来，赣江持续低水
位，吉安市城区、井冈山电厂、丰城电
厂等纷纷出现取水困难，省防总于 1
月 9 日，1 月 23 日下达调度命令，要
求万安水库、石虎塘航电枢纽加大出
库，抬高下游水位。

2 月 9 日，新余市报告江口水库
库尾分宜县城取水困难，省防总立
即调度江口水库，保持库水位稳
定。2 月 10 日，共青城市报告生活
用水告急，省防总及时协调省电力
公司、柘林水库，并下达调度命令，
要求通过灌溉涵闸放水。通过科学
调度，基本保障了各地用水要求，充

分发挥了水利工程的防旱抗旱作
用。

据悉，南昌城区所属水厂生产水
源均取自赣江，供水能力为 140万立
方米/日。随着赣江南昌站水位创新

低，南昌供水部门之前已经对取水口
进行改造，基本能保证正常供水。不
过，当地供水部门已成立数十个应急
保障小分队严阵以待，最大限度保障
市民日常用水。

鄱阳湖赣江水位持续走低 省防总加强水利工程调度

水库开闸放水救急 保障春节用水安全

本报宜春讯（记者邹海斌）2月15日，四
川女孩媛媛和父母获赠 3 张爱心车票，从宜
春火车站乘坐K787次列车，踏上了回四川老
家过年的旅程。

2月7日，浙江省温岭市城西民工子弟小
学五（2）班学生董媛媛随父母回四川老家，在
3337次列车上突发急性阑尾炎并穿孔，引发
一场爱心接力。经南昌铁路局紧急调度，
3337次列车临时停靠宜春火车站10分钟，使
媛媛在宜春得到了及时手术治疗，转危为安。

“媛媛手术后一天比一天好，医生说媛媛
恢复得很好，可以出院。”2月15日，记者来到
宜春市第二人民医院采访时，媛媛的妈妈董
成菊开心地说。

连日来，宜春车务段、宜春火车站的干部
职工及志愿者、宜春的爱心人士一起为媛媛献
爱心，购买了3张车票赠送给媛媛一家三口。

15日下午，媛媛顺利出院。宜春铁路工
作人员和志愿者给她送来了一套红色新衣，
捎上了宜春皮蛋、高安腐竹等“爱心年货”，将
媛媛一家三口送上了回四川的列车。

一群普通人感动一座城
“新余有爱”2014年度人物亮相

本报新余讯 （记者李晚成）从捐资 3600
万元建72套别墅赠乡邻的熊氏四兄弟，到与
歹徒殊死搏斗的90后准新郎何洪成；从31年
坚持捡破烂含辛茹苦养育6名弃婴的伟大母
亲唐才英，到骑着“电驴”四处做好事被新余
人称为“阿凡提”的曾凡娣……2 月 14 日晚，
新余市举办“新余有爱”2014 年年度人物颁
奖晚会，12名获奖个人及团体闪亮亮相。这
些普通人感动了一座城，他们成为当晚最耀
眼的明星。

在颁奖晚会现场，12名年度人物依次上台
接受全场致敬。给他们颁奖的嘉宾则是新余
的全国劳动模范、全国道德模范、中国好人等。

这些当选年度人物的“明星”，是经过群
众投票、专家评审、大众评审等环节，从 170
余名“新余好人”中遴选产生的。据介绍，“新
余有爱”年度人物推荐评选从2014年12月底
开始，评选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
业奉献、孝老爱亲等5类年度人物。

“新余有爱”2014年度人物评选，是过去
一年“新余有爱”志愿服务的全景展现。近两
年来，“新余有爱”已经成为新余的一张闪亮
名片。新余市围绕“新余有爱”这一品牌，致
力于以志愿服务引领城市的文明建设，提升
城市文化内涵。

小城故事多。一个个感动人心的故事、
一次次跌宕起伏的情感碰撞，树起的是崇德
向善的风向标，展现的是新余人的精气神，传
播的是真善美的正能量。

本报记者 徐黎明文/图

鄱阳湖、赣江水位继续走低，一些水文站的最低水位被
刷新。根据各地用水要求，省防总加强水利工程调度，对部
分水库进行开闸放水，缓解相关供水及供电企业取水困难。

《上演爱心接力 宜春温暖如春》

一家人获赠爱心车票回家

本报南昌讯 （记者万仁辉）日前，我省
第二批技工院校办学质量评估结果公示。
据悉，在第二批 34 所技工学校中，评估合格
的技校有 12所，暂缓通过的技校有 18所，拟
被撤销的技校有4所。

2014年12月25日至2015年1月14日期
间，省人社厅组织评审专家对第二批34所技
工学校开展了办学质量评估。根据各校自
查上报和现场评估专家意见，江西省兵器高
级技工学校、江西省交通技工学校一部等12
所技校评估合格，南昌科技技工学校、江西
省奉新技工学校等18所技校暂缓通过，江西
航天技师学院（筹）、江西德能制造技工学校
等4所技校将被撤销。

目前，上述评估结果仍在公示中，2月18
日以前，对结果有异议者可向省人社厅职业
能力建设处进行反馈。

我省4所技校拟撤销

领到打工钱，安心回家过年。 本报记者 许 卓摄

赣江南昌段裸露的江滩赣江南昌段裸露的江滩

@洪武NGO：“微信名为‘蛇王卢振
华’，赣州人，朋友圈里都是他猎杀的野
生动物，涉及各种国家保护动物，并公然
叫卖！”目前，赣州森林公安局已介入调
查。拒绝猎杀野生动物，支持请转！

野生动物遭猎杀野生动物遭猎杀，，查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