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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刘斐) 新建县大塘坪乡溪
头小学第一天正式上课就遭遇“教师荒”，有
四个年级共35个孩子无法正常上课。3月10
日，记者获悉，经本报和相关部门协调，目前
该校已有 3 名新教师到位，孩子们终于不用
再为无老师上课发愁。

10日下午，50多岁的溪头小学校长邓仰
菖一扫愁容展笑颜：“幸亏有中心小学的支
持，已经退休的徐凤秀老师在沟通后愿意回
校，重新教授一二年级的语文。”此外，大塘
坪乡中心小学已从邻近的光明小学调配一名
英语老师王鸿仁，到溪头小学负责英语教学
工作。经本报多方联系，南昌义工董桂英也
将于下周一到校为孩子上课。

南昌“最美驾驶人”揭晓
10人因“零违法”获万元大奖

本报南昌讯 （记者蔡颖辉）3 月 10 日上
午，在南昌市公证处的监督下，2014 交通

“零”违法暨南昌“最美”驾驶人大奖揭晓，130
位“最美”驾驶人获得文明大“红包”。

为倡导和鼓励广大机动车驾驶人模范遵
守交通法规，创建文明、和谐的交通环境，南
昌去年3月1日启动了交通“零违法”暨“最美
驾驶人”评选活动。此次活动全市有 20506
名驾驶人参加，包括出租车、公交车、公务用
车、私家车驾驶人等。到活动结束时，最终有
3672 名驾驶人及绑定的车辆做到了全年交
通“零违法”。

2015年 3月 10日 9时 30分，在公证部门
的参与下，采取随机自动抽取的方式，最终产
生了一等奖10名，每名奖金为1万元；二等奖
20名，每名奖金为 5000元；三等奖 100名，每
名奖金为 1000 元。,获奖者名单将刊登在南
昌交警便民网、江西法制网，3 月 16 日起，获
奖者本人可携带身份证、驾驶证、行驶证的原
件及复印件，前往南昌市公安交管局宣传处
进行审核并领取奖金，领奖咨询电话 0791—
86312595。

我省多地迎来连阴雨
修河有发生较大洪水的可能

本报讯（记者徐黎明）主汛期未到，我省
多地就迎来连阴雨天气。省防总日前召开的
2015 年第二次防汛抗旱趋势会商会分析预
测，今年我省汛期结束略偏迟，全省平均降雨
量接近多年同期均值，其中修河有发生较大
洪水的可能。

气象部门初步分析认为，2015年主汛期
（4～6月）雨量赣北、赣中略偏多，为800毫米
～900 毫米；赣南正常或略偏少，为 600 毫米
～700 毫米。有降水集中期，局部可达 1000
毫米以上。据介绍，今年全省汛期结束略偏
迟，其中赣北、赣中在7月上旬后期，赣南在6
月下旬末。

水文部门初步分析认为，今年我省降雨
属正常年份，全省平均降雨量 1600 毫米，接
近多年同期均值（1638毫米），降水时空分布
不均，汛期有降雨集中期。其中修河有发生
较大洪水的可能。分析预计昌江超警戒线2
米，信江、乐安河、修河超警戒线 1.5米；赣江
上中游、潦河超警戒线 0.5 米～1 米，鄱阳湖
与警戒线持平。今年最大洪水出现时间：赣
江上中游在 6月上旬前后；抚河、信江 6月下
旬前后；饶河、修河7月上旬前后；赣江下游、
鄱阳湖、长江九江段7月上中旬前后。

3名新老师已到位

《35个孩子着急：老师在哪？》

“垃圾少了，环境好了，游客更愿
意来，我们钱袋子也越来越鼓！”近
日，记者走访婺源、靖安等旅游景区，
发现农村环境的改善让景区农民受
益匪浅。

近年来，我省旅游经济越来越
热，叫卖“青山绿水”离不开整齐卫生
的新农村。如今，我省各景区纷纷打
好“垃圾治理牌”，走上了“环境创收
路”。

环境卫生改善 农村土
地值钱了

现在去婺源江湾村旅游，你会
发现这里的农家乐很热闹。但在
几年前，因为村里的环境不好，即
使偶有农户提供食宿也难以吸引
游客留宿。

2011 年起，婺源县按照 6 元/人
的标准，投入 200 多万元治理垃圾，
各乡镇进行1∶1的资金配套投入。

成效立竿见影。2013年，婺源江
湾景区被正式授予“国家 5A 级旅游
景区”称号，越来越多游客愿意在这
里留宿，农家乐遍地开花。

2014 年，江湾村一块 200 平方
米的土地，以 8000 元/平方米的价
格售出用于开发农家乐。婺源县
委农工部部长余河茂告诉记者，
2015 年，该县已把垃圾治理人均费
用提高到 20 元，总计投入将达到
750 万元。

与婺源一样，通过垃圾治理，靖

安县高湖镇西头村也尝到了甜头。
2013年，靖安县城乡垃圾一体化处理
工程正式运行，县政府投入千万元，
要求各村责任到人，农户门前实行

“三包”，大大改变了农村垃圾大量流
失、分散焚烧的情况。

此后，一传十、十传百，来西头村
玩的人越来越多。高湖镇镇长李亮
告诉记者，西头村从2012年只有7个
游客，到 2013 年涨至数千人，再到
2014年上万名游客，逢周末和节假日
还要提前预订，一年创收100多万元。

1加1大于2 政府与
景区联动治垃圾

随着人气的走旺，这两年有不少
大企业入驻景区开发旅游度假项
目。为了保护环境，企业在垃圾处理
方面的成本逐年递增。此外，由于一
些度假区域与附近村庄交叉重叠，这
里往往存在垃圾两头治理，资源浪费
的现象。

2013年下半年，靖安启动了景区
与所属乡镇垃圾处理对接工作，景区
周边的垃圾不再由企业花钱清理，而
是向所属乡镇缴纳一定费用，由后者
统一处理。

御泉谷度假山庄和金罗湾温泉
度假村是高湖镇内的两个大型旅游
度假景点，2013 年之前，每个景点每
月需要花费 4000元雇佣环卫工清理
周边垃圾。如今，这一工作由高湖镇
承包过来，每月只收 2000元，既给企
业节省了开支，又为当地村民提供了
工作机会。

引进环保企业 告别
“二次污染”

目前，我省各地在治理农村垃
圾时普遍采取前端分类清运，后端
填埋与焚烧的方式，时间久了二次
污染隐患会逐渐凸显，再加上日益

膨胀的外来游客，景区生态将面临
巨大压力。

这样的隐患，余河茂心里很清
楚。为此，他特地去了一趟浙江开
化，当地通过生化方式处理垃圾的做
法让他眼前一亮。如今，他正在与相
关部门积极沟通婺源在这方面的可
行性。

“我们准备通过招商，引进环保
企业替我们处理垃圾。”余河茂介绍，
届时全县将在每个村建立新型垃圾
中转站，每个站里设有收集器，一旦
垃圾满了就会报警，然后企业过来清
运。随后，这些垃圾通过生化方式处
理成污水，净化后再排出。“这套方案
预计需要投入 4000 万元，如果能够
实施的话，将会极大地改变垃圾二次
污染的问题。”

此外，余河茂还希望省里加快制
定垃圾治理方面的法律法规。“目前，
广东省已经修订《城乡垃圾管理条
例》，对设施建设、保洁等法律责任都
做出详细的规定，为农村生活垃圾的
管理，特别是农村生活垃圾的处理提
供法律依据。但江西在这方面还停
留在指导意见上。”余河茂说，只有制
定法律法规，管理才能有据可依，对
于一些破坏农村环境的单位和个人
进行严厉惩处，让治理的成果长期留
存。

气温起伏大
周五破“20”

本报南昌讯 （记者徐黎明）春节
以来，阴雨对洪城不离不弃，晴天屈
指可数，气温跌宕起伏。未来3天，南
昌 天 气 逐 渐 转 好 ，最 高 气 温 可 达
21℃。

未来几天的天气趋势表显示，南
昌气温将走出一波上扬曲线，多云到
晴的天气也不时标注。预计这个周
五，南昌的最高气温将超过20℃。

11日，南昌小雨，气温6℃～8℃；
12日阴转晴，气温4℃～17℃；13日晴
转多云，气温11℃～21℃。

新车买回来不久就发现车尾厢漏
水，为了不让朋友笑话，车主熊先生经
常在尾厢里放把雨伞。令他无法忍受
的是，买车后的一年多他多次因此到
4S店去维修，工作人员检测后也承认
是质量问题，却一直无法解决。

新车漏水一年多未“断根”
3月5日上午，南昌正下大雨，记

者见到熊先生后，他立刻打开自己的
奔腾B50汽车尾厢给记者看，尾厢内
赫然两摊水，用手摸尾厢的侧上方，
还能摸到滴水。

“你看看，我放在尾厢里的竹席
被雨水浸湿后都发霉变质了。”熊先
生说，因为这辆轿车在购车不久后就
出现雨天漏水问题，使得尾厢内总有
积水；为了防止尾厢内后备轮胎被雨
水渗透发锈，他只好用竹席垫在后备
厢内吸水。

由于南昌这几天连续降雨，熊先
生后备厢内的积水就一直没干过。
熊先生说，2013年6月3日提车，当年
9 月初就发现车辆有漏水问题，三番
几次地检查、修理，最后结果还是“涛
声依旧”。

“每次送去4S店检修，对方都说是
‘小问题’，但就是没办法彻底解决。”熊
先生回忆，这一年多来他往返4S店检
修车辆的漏水问题至少在 5次以上。
为此，他还打电话到厂家去反映，没
想到结果还是这样。

维修无记录 无法要求换车
根据《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

退货责任规定》，新车在三包有效期
内一旦出现“同一故障修理超过 5
次”的情况，消费者有权要求换车。
按熊先生的说法，他是不是可以要求

换车呢？
“我们这里没有他这辆车多次维

修的记录。”位于南昌迎宾大道的红旗
奔腾4S店曾经理表示，接待人员承认
多次接待过熊先生，为他处理过车辆
送修，但车辆到底有没有质量问题，他
对此“不清楚”。最后，在记者的再三
坚持下，该4S店终于翻出了有关熊先
生车辆的一条送修记录，时间还是在
2013年的9月。曾经理解释说，这是因
为察看车辆外形外观、为后备厢漏水
处涂一点玻璃胶并不在修理记档范围
内。因为仅有一次修车记录，熊先生
期望的“换车”自然成了一句空话。

经过再一次检查，曾经理终于承
认，其后备厢漏水是其闭合密封出现
问题，需要进店修理。熊先生被告
知，考虑到天气原因，在下雨天玻璃
胶要干透需要时间，车辆进店修理的
时间约在7天左右。

消费者维权要注意取证
“消费者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或

无法保障时，一定要敢于合法维权！”
北京大成（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余
良良针对车主熊先生的遭遇表示，如
果消费者多次前往 4S 店维修，对方
却只提供一次维修记录，这种做法是
明显违反相关规定的。余良良认为，
消费者可以向 4S店要求提供每次维
修的记录情况；如果沟通无效，消费
者可以向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请求
调解解决，或者就质量问题向质量监
督部门进行申诉处理。

余良良建议，消费者在维护正当
合法权益时应该具备一定的取证意
识，通过录音录像，将证据固定下来，
涉及产品质量问题的所有书面资料
一定要妥善保管，尽量借助媒体的监
督与第三方的调解作用，有效妥善地
解决争议问题。

奔腾车“屁股”漏水
车主放雨伞“遮羞”
消费者送修多次未解决 4S店拒换车

本报记者 蔡颖辉

3月10日，共青团南
昌湾里区委开展关爱留
守儿童“微心愿温情圆
梦”行动，通过“圆梦直通
车”“爱心专递”等方式，
让首批 360 个山区留守
儿童的“微心愿”开心圆
梦。

本报记者 海 波摄

我省旅游景区探索“环境创收路”

环境好了村子美了 游客多了钱包鼓了

本报记者 陈 璋文/图

帮留守儿童

3 月 3 日，龙南县黄沙管委会新
岭村村民还沉浸在节日的祥和气氛
中。与往年的春节不一样，羊年春
节，村民们心里很踏实。位于采煤
塌陷区的新岭村，140 多户村民因房
屋出现不同程度的墙体开裂，为此
提心吊胆。村民的诉求不断向上反
映。黄沙管委会办公室工作人员表
示，当地政府已决定对该村实施整
体搬迁，安置房现已破土动工。如
一切顺利，下一个春节将在新房中
度过。

采煤留下后患
新岭村属省级贫困村，下辖 5个

自然村163户，648人，周边煤炭资源
丰富，随着煤炭资源的陆续开采，村
庄开始饱受伤害。

龙南县矿管局工作人员介绍，龙
南县东江二号井煤矿位于该村附
近。一份公开的评估报告显示，该煤
矿始建于 1993 年，矿区面积 0.8263
平方公里，2005 年，采矿权变更后矿
区面积近 1平方公里。现在，该矿处
于半停产状态。

数年前，新岭村民陆陆续续发
现，自家的房屋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沉
与墙体开裂。为此，村民通过各种途
径向政府表达诉求。

龙南县矿管局向记者证实，受附
近煤矿地下开采影响，新岭村委会有
142户村民的房屋出现不同程度的下

沉、墙体开裂，波及该村委会下辖的
黄金、廖屋、李屋、竹兴围和下湾等 5
个村民小组。这个地处采煤塌陷区
的村庄几乎难逃厄运，村民安全受到
威胁。受影响的村民为此多次到政
府反映并提出补偿诉求，引起当地政
府重视。

2013年，龙南县矿管部门特聘请
了有相关资质的部门编制了房屋裂
缝成因鉴定报告，鉴定部门对塌陷裂
缝的成因及影响范围作了技术分析，
对房屋受损的等级程度出具了意
见。矿管部门还通过司法公证部门
向农户发放理赔款项 18.6 万元。当
年，二六四大队地质环境院也走进新
岭村，对采煤塌陷区地质灾害进行公
益评估,为当地政府及煤矿企业防灾

减灾提供技术支持。

村庄整体搬迁
只有对采煤塌陷区的村民实施

整体搬迁，才能让新岭村村民安居
乐业。为此当地政府积极向上申
报项目，争取优惠政策。去年，由
省扶贫和移民办、省财政厅等单位
组成的联合专家组实地察看了新
岭村煤矿采煤塌陷区的地理环境、
地形地貌，核查了项目申报资料及
有关数据，并一致同意该村列为全
省 2014 年度农村重点污染区域移
民整体搬迁项目。搬迁移民将享
受赣州市关于扶贫搬迁移民的所
有优惠政策。

2014年8月，龙南县政府出台搬

迁工作实施方案，方案表明，坚持“一
户一宅”原则，搬迁户可在新岭地质
灾害避险安置区内选择一块宅基地
建房，对建房和购房者实行每户 1.5
万元至 2 万元不等的补助，对 3 月 31
日前，拆除土坯房村民实行拆除补
助 。当地政府工作人员表示，此举
旨在保护采煤塌陷区域地质灾害居
住户的生命财产安全，切实解决群众
的居住隐患。

黄沙管委会工作人员介绍，政府
已向上争取及自筹资金 1800 多万
元，将对采煤塌陷区 5 个自然村 163
户 648人，实施整体搬迁。安置区建
设用地 110 多亩，距离新岭村 3 公里
左右。从去年起，已经开始动工兴
建，力争今年内乔迁新居。

采煤导致民居墙体开裂 危及村民居住安全

龙南采煤塌陷区163户村民将整体搬迁
本报记者 杜金存

危险品运输车高速路自燃
本报讯 （记者蔡颖辉）一辆装满剧毒化

学品的车在高速公路上发生自燃，所幸被执
勤交警及时发现，没有酿成大祸。

3月9日凌晨1时45分，省高速交警直属
三支队第一大队巡逻民警巡逻至沪昆高速公
路余江段时，发现一辆半挂货车停在应急车
道，车厢右部轮胎位置正在起火燃烧，有几个
人正往起火的轮胎上泼水灭火。交警询问货
车司机，才知道这辆集装箱半挂货车上装载
的竟然是20吨剧毒物品——液氯。随后，消
防官兵赶到现场后迅速将明火扑灭。

原来，这辆浙H牌照的危险品运输车是
从樟树出发开往浙江衢州，在夜间0时至6时
危险品车禁行时段闯禁行行驶，且未配安全
员随车押运，仅驾驶员张某单独驾车运输。
驾驶员张某称，这次装货装晚了，夜里 10 时
才上高速，看到路面开始起雾，怕封路要耽搁
很长时间，就擅自决定闯禁行，没想到半途发
现轮胎冒烟并导致自燃。

目前，该案已移交至余江县公安机关处
理。

靖安县的农村垃圾清运车靖安县的农村垃圾清运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