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血病女孩获36万元捐款
本报宜春讯 （记者邹海斌）宜春女孩钟

欣怡患白血病，经本报、江西手机报等媒体持
续报道后，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截至 7
月18日，钟欣怡收到爱心款36.33万元。

据悉，她的一期化疗效果很理想，目前正
在做第二期化疗。据钟欣怡的妈妈冯艳介
绍，7月14日做完第一期化疗后，目前精神状
态和气色好多了。钟欣怡开心地说，回到宜
春，尽管只能待在家里休养，但心情好，胃口
也更好了。19日，欣怡在宜春静养几天后返
回南昌，前往省儿童医院接受第二期化疗。

《“好想和大家一起升初中”》
本报南昌讯（记者郑荣林）距

离年底试运营的目标越来越近，南
昌地铁1号线建设进展如何？7月
20日，地铁1号线全线首次接触网
“冷滑”试验及限界检测全面完成，
结果显示：地铁各系统设备安装符
合设计要求，性能良好。这为月底
启动的全线列车带电“试跑”以及全
线联调联试奠定了基础。

“冷滑”试验是指地铁列车在

不带电情况下由内燃机车牵引滑
行，主要是检查系统设备安装和性
能是否符合设计要求，保证列车按
规定的速度安全运行等问题。而
限界检测是对机车车辆和接近线
路的建筑物、设备所规定的不允许
超越的轮廓尺寸线进行检测。

一条地铁线路开通运营，在土
建、轨道等基建部分完成以后，需要
经过冷滑试验、热滑试验、空载试验、

模拟载客试验等阶段。此次“冷滑”
试验的完成，为计划在7月30日开
始的“热滑”试验奠定了基础。届时，
将在接触网受电的情况下，依靠地
铁列车自行运行，对地铁线路、供电
系统设备进行全面检测的试验。预
计9月5日起，全线将开始试运行，
进行全线设备安装、列车功能的调
试，综合调试将一直持续到年底开
始试运营。

地铁1号线全线“冷滑”试验完成

““冷滑冷滑””实验现场实验现场。。王祺王祺 摄摄

本报南昌讯 （记者陈璋 实习
生周利波）今天，由本报联合南昌市
体育局组织的“爱心班”免费学游泳
活动正式开始，106 名外来务工人
员子女和 SOS 儿童村的孩子将尽
情嬉水。7 月 20 日，记者来到对接

“爱心班”活动的两所场馆，探访这
里的准备情况。

当天下午 14 时，外面骄阳似
火，魅力赣江水上乐园里却充满欢
声笑语，由于设施先进、空间宽阔，
这里一直都是受市民青睐的游泳场
所。在“爱心班”活动期间，这里将
迎来 60名小学员，成为主要培训场
所。

魅力赣江负责人董永告诉记
者，正常情况下，游泳场每天下午
对外开放。如今，为了准备“爱心
班”活动，场馆抽调了两名教练和
两名救生员上午上岗。“届时整个
场馆只有‘爱心班’的孩子，几百
平方米的浅水区都是他们的势力

范围。”董永说，为了方便家长接
送，乐园里面会安排专门的休息
区，愿意等待的家长可以在此休
息。

尽管即将来此学习的孩子身
份有点特殊，董永表示，魅力赣江
非常支持爱心公益活动，教练在
培训中一定会尽心尽力。“南昌市
体育局给我们的目标是让孩子可
以借助打水板游泳，但我们提高
了目标，争取让每个孩子独立游
上 20 米。”

在天泉水都游泳馆，记者被
告知，孩子们在这里不仅能接受
游泳培训，场馆内所有游乐设施、
温泉水池都将为小学员开放，让
他们在课余时间还能体验丰富的
水上活动。

此次培训活动的总教练许舒力
告诉记者，届时天泉水都将把 46名
学员分成 3 个小班，每个班都有一
个专门的泳池，配备一名教练和一
名救生员，每位教练都有十年以上
的教学经验。此外，场馆还有工作
人员专门摄影和录像，全程记录孩
子们的培训经历。

当天下午，106 名孩子的游泳
大礼包都已准备就绪，里面装有
崭新的泳衣、泳帽、泳镜和打水
板，并全部分发至两所游泳馆。
活动开始前，所有孩子都将领取
闪亮的装备，开开心心地接受游
泳培训。

教练到岗 开设专场

“爱心班”今起正式开练
目标：让孩子独立游上20米

DUSHI XINKAN

C1关注
2015年7月21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张晓欣 朱 华

美术编辑：刘济海
E-mail:dsxk2009@163.com

与 众 不 同 的 精 彩
新闻热线:86849999

中国江西网中国江西网：：http://www.jxnews.com.cnhttp://www.jxnews.com.cn 江西日报微博江西日报微博：：http://http://weibo.com/jxrbweibo.com/jxrb

日前，基于 2008 年至 2014 年全
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全国总决赛的
比赛获奖结果，“上大学”网发布《全
国高职院校专业技能实力排行榜》。
记者发现，我省 27 所高职院校共 81
个专业技能入榜，占我省高职院校总
数的49%。资料显示，我省高职院校
目前存在专业布点量大且同质化、特
色专业“叫好不叫座”等问题，这已成
为高职教育发展的“拦路虎”。

九成院校设计算机专业

据统计，在我省55所高职院校中，
从开设相同专业的院校看，开设“计算
机应用技术”相关专业院校有50所，占
比超过90%；“电子商务”45所，占比约
82%。从相似专业重复布点数看，“计
算机”相关专业布点数139个、“营销”
相关专业布点数69个。

我省高职院校纷纷开设“电子商

务”“会计”“物流管理”等热门专业，
但“量大”并不代表“质优”。榜单显
示，我省仅有江西财经职业学院“会
计技能”、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工
业分析检验”、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
院“现代物流储存与配送作业优化设
计和实施”3 个专业技能实力进入全
国前三，而“电子商务”相关专业技能
却无一进入全国十强。

“‘量大且同质化’的高职专业布
点，令高考生无从选择。”“上大学网”
内容总监谌江平表示，从学校角度看，
设置“电子商务”“会计”“物流管理”等
专业投入成本较低，二级学院都能很
快上马。但一些学校为了吸纳考生，
随意更改招生计划，在条件并不成熟
的情况下开设一些热门专业并大量
招生，这样一来人才培养质量势必受
影响，同时也不利于学生就业。

特色专业“叫好不叫座”

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前身为

省纺织工业职工大学，是我省唯一一
所培养纺织类人才的公办高职院
校。至今，该校设立的纺织类专业依
旧是我省高职院校中的“独苗”，相比
受热捧的“物流管理”“机电工程”专
业，诸如纺织品检测与贸易、染整技
术、现代纺织技术等纺织类专业技能
面临着“叫好不叫座”的窘境。

事实上，每逢毕业季，来自浙江、
江苏、福建等地超过 50 家纺织企业
就会像潮汐一般准时来到该校招揽
纺织专业人才。在浙江工作的该校
06 届毕业生魏锐说，在绍兴柯桥，从
母校走出来的纺织类专业毕业生已
成为该纺织基地的“抢手货”。

与就业前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近年来，纺织类专业似乎得不到考生
的青睐。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招
生数据显示，近年来轻纺服装分院学
生规模未超过 500人，与每年动辄招
生超过 1000人的经济管理分院差距
甚大。

“放眼全国，开设纺织类专业的
高职院校少之又少。”16日，江西工业
职业技术学院轻纺服装分院院长杜
庆华介绍，以往对纺织行业工作环
境、收入水平评价较低的状况并未改
变，因此导致作为纺织这类传统专业
与计算机技术、金融、电子商务等“同
台竞技”时，考生在选择时就显得信
心不足，鲜有报考。

杜庆华介绍，地域行业发展状况
直接影响高职专科院校学科发展。
我省纺织业发展水平还有待提升，考
生即使在本省学习纺织专业技能，毕
业之后也往往“走出去”。

我省高职教育在路上

鼓励企业与学校合作，我省有不
少高校正在为此探索。今年 3 月 2
日，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曾与 3家
上市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通过合
作办学，为企业“量身订制”更多的技
术技能型人才。该校相关负责人坦

言，学校通过开展产教融合，加强校
企合作，以此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保障毕业生高质量就业。

事实上，如今只要符合师资、实
训基地等软硬件要求，高职院校就能
在专业设置上取得一定的自主权。

“例如快速发展的电子商务，市场的
需求倒逼众多高职院校根据自身条
件和特色去适应市场，专业同质化现
象确实存在。”省教育厅高教处相关
负责人解释道，由于学校软硬件上的
差距，出现专业同质化现象不可避
免，但这绝不会成为一个长期的现
象。在高职院校竞争激烈的今天，师
资不强、就业前景差的院校专业必然
会被淘汰。

该负责人介绍，针对我省高职院
校特色专业，相关政府部门正花大力
气扶持。“省财政每年拨付 5000 万，
用于扶持 20个高职院校的实训基地
建设，确保有特色有实力的高职院校
能为社会输送高质量人才。”

八成院校都开设“电子商务”纺织类专业却仅存“独苗”

我省高职院校专业设置冷热两重天
专家：热门专业投入低上马快 低水平同质化影响人才培养

本报记者 刘 斐

7月14日，当地森林公安部门着
便衣到贵溪市文坊镇集镇菜市场暗
访，没有发现有人售卖树蛙。

近期，贵溪市打响了一场树蛙保
卫战，通过不断巡查与暗访，遏制了
捕挖成风的乱象，维护了当地的生态
平衡。当地民间吃树蛙成风的现象
也得到遏制。

大量树蛙遭捕杀
贵溪市的山林中生活着大量树

蛙，因与绿叶颜色接近，不易被外人
察觉。树蛙更因其长相吓人，被当地
村民称为“鬼蛤蟆”。

在文坊镇阳际峰自然保护区内，

树蛙数量占贵溪市总量的七成。2012
年前，附近村民对这种“鬼蛤蟆”并不
感兴趣，树蛙繁殖得越来越多。可是，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相邻的福建省
邵武地区的食树蛙之风蔓延到了文坊
镇。

贵溪市森林公安局文坊派出所
负责人吕飞回忆，从 2013年起，捕食
树蛙之风愈演愈烈。这种昔日被村
民讨厌的动物一时间纷纷“爬”上了
百姓餐桌。吕飞说，每年 3 月起，文
坊集镇上的 6家饭店就生意兴旺，周
边不少县市甚至南昌与外省的食客
都冲着吃树蛙而来，每家饭店每餐都
有10余桌顾客，一桌就要吃掉3公斤
树蛙。

有买卖就有伤害。附近部分村

民不仅自己吃树蛙，更将捕捉树蛙
当成一条致富之路。当地政府工作
人员记得，最高时每公斤树蛙卖到
200 元，最低时每公斤也卖到 50 元
左右。由此，民间捕蛙之风一时盛
行。

树蛙平时生活在树上，靠吃蝗虫
为生，人们要捕捉到它有一定难度。
但每年的 3 月 1 日至 5 月 31 日，为树
蛙的繁殖期，树蛙都会回到树下产卵
繁殖。而此时也是树蛙的灾难期。
附近部分村民上山捕捉，一抓一个
准，每天能抓 10 余公斤。树蛙数量
明显下降。

重拳出击遏制乱象
大量树蛙遭遇捕杀后，生态链遭

到破坏的山林开始出现异样。贵溪
市野生动物保护站站长张彩虹说，树
蛙是益虫，会吃掉啃食竹叶的蝗虫。
大量树蛙遭遇捕杀后，没有天敌的蝗
虫等害虫泛滥成灾，不断蚕食竹叶。
危害已开始显现：一些毛竹上出现黑
洞，竹叶泛黄。

吕飞说，贵溪市政府认为，大量
捕杀树蛙，不仅破坏了生态链，也助
长了当地少数单位的吃喝风。少数
单位不仅自己吃，接待上面时也上树
蛙这道菜，导致招待费增加。

今年年初，遏制捕杀树蛙的行为
最终摆上了当地政府的议事日程。3
月上旬，贵溪市政府颁布禁捕令，规
定：“凡捉捕、运输、携带、邮寄、收购、
加工、销售、经营树蛙的，由相关职能

部门依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其刑事责任。”禁捕令将每年
的3月1日至当年的5月31日定为树
蛙禁捕期。

贵溪森林公安部门展开保护树
蛙专项执法活动，派出所在当地挨家
挨户开展宣传，在菜场张贴禁捕令，
还让普通食客参与监督。

据吕飞介绍，由于宣传到位、措
施得力，在禁捕令期间当地未发生一
起违规猎捕树蛙案件。禁捕令下，捕
食树蛙之风已基本遏制，当地森林病
虫害呈减少之势。

不过吕飞也坦言，他也接到反
映，有部分村民偷偷捕捉在家中食
用，也不排除在高压态势之下，仍有
人在偷偷售卖，只是更加隐蔽而已。

树蛙跳上餐桌成新宠 售价最高达每公斤200元
天敌减少蝗虫随之泛滥 更助长少数单位吃喝风

别为口福毁生态 贵溪打响树蛙保卫战
本报记者 杜金存

@是CC啊123：7月19日早晨5时
30 分许，宜春八中至化成小学 20 米处
发生车祸，事故现场惨不忍睹。一名年
轻的小伙被撞身亡，留下未婚妻和3岁
女儿，该小伙是家中独子。肇事三轮车
司机已逃逸，现全城寻找目击者，扩散！

宜春一小伙车祸身亡

成品油调价窗口即将开启
南昌部分加油站提前降价

本报南昌讯 （记者余红举 实习生周天
怡）汽柴油价格又要降了，而且是大降，这对
有车一族来说无疑是盛夏送爽。近期，国际
原油价震荡下行，南昌部分加油站为应对激
烈的竞争也抢先调低价格，以低于最高零售
限价0.1元/升的价格销售。

据了解，在上一轮发改委调价尾声，国际
原油大幅跳水8%。进入本轮调价周期以来，
国际油价继续震荡走低，之前原油8%暴跌对
国内成品油价格带来的影响更多体现在本轮
调价周期内。中宇资讯分析师高承莎预测，7
月22日零时成品油下调幅度为230元/吨，折
合 90 号汽油 0.17 元/升，93 号汽油 0.18 元/
升，0号柴油0.20元/升。

目前，我省成品油最高零售限价为93号
汽油 6.34 元/升、97 号汽油价格 6.8 元/升、0
号普通柴油价格 5.7 元/升、0 号车用柴油价
格6.02元/升。为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部分
加油站的零售价已经低于最高零售限价。据
中石化江西分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他们不
少加油站每升优惠0.05元。位于南昌市洪都
北大道的江投加油站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每种成品油的价格都降了0.1元/升。”

省住房公积金个贷发放量猛增
本报讯（记者万仁辉）7月20日，来自省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
年，该中心累计归集住房公积金12.6亿元，同
比增长 8%。其中，3 月、4 月归集额均突破 2
亿元。据悉，截至6月底，省住房公积金累计
归集143.1亿元。

据统计，目前，省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达
13.7 万人次。今年上半年，省住房公积金提
取额达 8.5 亿元，同比增长 37%。其中，住房
消费类提取总额为 7.26亿，约占提取资金总
额的85%。

今年上半年，省住房公积金个贷发放金
额为12.2亿元，同比增长213%，发放户数2828
户，同比增长163%，发放规模呈翻倍增长。截
至6月底，省住房公积金累计贷款总额93.8亿
元，累计发放户数36526户，期末贷款余额为
55.2亿元，个贷户数逾期率保持0‰。

本报讯（记者蔡颖辉）7 月 20 日，昌樟高
速公路丰城服务区内，一辆载有危险化学品
的车辆发生轻微泄露，民警和消防官兵及时
赶到现场处置。

记者从省高速交警总队一支队三大队获
悉，在昌樟高速丰城服务区（西线）内，一辆载
有易燃品（正丁醇）的危化品车辆发生轻微泄
漏，现场已划定警戒区，民警、消防在现场处
置，未影响现场交通，也暂未发现其他危险情
况。据悉，货主将于今晚 8 点左右到达现场
安排转运。截至记者发稿时止，消防官兵仍
在现场对泄露危化车采取浇水降温措施。

危化车泄漏危化车泄漏 浇水降温浇水降温““伺候伺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