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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天气 黎明播报

本报南昌讯 （记者徐黎明）
骄阳似火，热浪袭人。从上个月
底，南昌经历了连续一周的高温
炙烤，大家都盼望雨水造访。周
日，拜台风所赐，南昌将迎久违的
雨水天气。

6 日，南昌持续炎热，最高
温度突破了 36℃，午后天空不
时 雷 声 滚 滚 ，空 气 也 变 得 闷
热。气象部门及时发布了雷电

黄 色 预 警 ，提 醒 市 民 注 意 防
范。7 日，南昌仍是晴热天气。
周日，受台风“苏迪罗”影响，南
昌 将 出 现 大 范 围 的 强 降 水 天
气，温度将明显降低，大家可以
感受凉爽的滋味。

7 日，南昌多云转晴，气温
28℃～37℃；8 日，南昌晴转多云，
气温 28℃～34℃；9 日，南昌中雨
转大雨，气温25℃～28℃。

8月 5日上午，鹰潭龙虎山大上清
宫遗址考古发掘正式启动。据了解，
这是我国规模最大的道教遗址发掘。

据史料记载，自汉魏道教在龙虎
山地区兴起以来，道教传播不断壮
大。唐武宗赐额“真仙观”，北宋徽宗
敕改“上清观”，元武宗加名为“大上清
正一万寿宫”，大上清宫由此得名。历
经元、明、清，大上清宫规模不断扩大，
屡经兴废。至清代康熙赐御书“大上
清宫”匾额时，建筑规模达两宫 12 殿
24别院，建筑面积 2万余平方米，成为
天下道教正一派的祖庭，在道教史上
具有崇高的地位 。1930年，大上清宫
因一场意外大火被整体焚毁，遗址从
此尘封于地下……

前期论证 尘封的大上
清宫静静地躺在那儿

2014 年 6 月，龙虎山景区有关单
位在施工过程中发现了大片古建筑遗
迹，于是上报文物部门。省考古所与
鹰潭市文广新局迅速组织考古队入驻
现场。经省内专家认定，确定该遗迹
为龙虎山大上清宫古建筑遗址。

“从去年的初步考古勘察看，出土
遗址建制与文献记载大体吻合。”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徐长青说。

前期考古勘察持续了半年多，揭露
面积2500平方米，殿宇遗迹丰富，保存
较好，揭露遗迹有玉皇殿、三官殿、偏
殿、厢房、碑亭等等，并出土了大量宋元

明清时期的瓷片及各类建筑构件。
今年 4 月 19 日，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组织国家级、省级专家对勘察情况
进行论证。专家们一致认为：前期的
初步考古勘察科学规范，出土文物品
种丰富，文物保护及时有效，学术意义
重大；大上清宫遗址出土的宋元明清
文物，反映了宫观从宋代至清代不间
断延续活动的过程，是北宋以后龙虎
山道教祖庭的主体；考古发掘揭示的
大上清宫建筑遗迹体现了明、清完整
的宫观建筑布局，是我国南方地区迄
今所发现的等级最高、规模最大、保存
最完整的皇家等级宫观建筑遗址。对
这一结论，徐长青解释说：“勘察发现
的遗址，揭示了以龙虎门——玉皇殿
为中轴线的建筑群基址，有点类似于

‘紫禁城’，与清代写实画家关槐的《龙
虎山鸟瞰图》以及娄近垣《大上清宫全
图》所绘吻合，说明现发现的遗迹，就
是大上清宫明代遗存，是北宋以后龙
虎山道教祖庭的主体。”

后续发掘 让大上清宫
的全身真容再现世间

去年6月发现的大上清宫遗址，主
要是清代、少量明代的建筑机制，其中
一些建筑机制保存非常完好。这使中
国考古界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在考古
现场，清华大学建筑与文化遗产保护
研究所研究员陶金认为，大上清宫是
龙虎山为北京宫廷、皇家祈祷、做道场
的一个地方。

“这是一个重要的场所，目前2500

平方米的发掘面积，只是整个大上清
宫的一小部分。”清华大学建筑与文化
遗产保护研究所副所长崔光海认为：
现在的大上清宫遗址，真正发掘出来
的只是核心区域，实际上整个建筑群
应该有两宫 24 院，就是斗姆宫和上清
宫，周围还有很多小道院，这样才是完
整的格局。

今年上半年，省考古所积极向国
家文物局申报大上清宫遗址考古发掘
申请，发掘申请顺利获得通过。为做
好大上清宫遗址的现场考古发掘工
作，省考古所认真编写了大上清宫遗
址 2015 年-2017 年考古工作计划，并
对遗址的保护做了初步规划。

徐长青介绍：接下来，考古队将围
绕这一核心区域展开全面发掘。他还

表示：“去年抢救性勘察证明，这个地
方至少明代以来就是大上清宫祖庭，
从出土的文物里面有少量的宋代遗存
看，也表明此处在宋代也有一些活动，
但更早的遗存和出土文物，尚未发
现。我们今年发掘特别注重的一个方
向，就是要有意识寻找比明代更早的
建筑遗存，和当时使用的一些东西。”

鹰潭市文广新局负责人告诉记者，
龙虎山大上清宫，是中国的道教祖庭，
是中华民族道教文化的根基。遗址的
考古发掘，是鹰潭的一大喜事。鹰潭市
决定，要把大上清宫遗址打造成为国家
级乃至世界级遗址公园，让它成为鹰潭
一张新的文化名片。为此，在全面考古
发掘的同时，还将建设大上清宫遗址游
步道，便于游人参观游览。

本报新余讯 (记者余红举 通讯
员李勇)近日，新余海关在“绿风”专项
行动中查获2起农产品违法案件，辖区
2家纺织企业在加工贸易业务中存在
倒卖棉花，涉嫌偷逃税款近130万元。

新余海关对所属企业进行核查
时，发现某加工贸易企业存在违法重
大嫌疑。随即出动关(警)员，对嫌疑
企业开展集中查缉行动。经查，1 家

企业将保税进口的棉花擅自倒卖、1
家企业将保税进口的棉花擅自与国
内购买的棉花串换生产，货值达 417
万元。新余海关今年继续开展打击
农产品走私违规专项行动，将大米、
食糖、棉花等列为行动打击的重点方
面，对加工贸易生产、一般贸易申报
等行为进行重点排查，营造良好的农
产品进出口和生产秩序。

新余海关查获2起倒卖棉花案

让老百姓“动”起来、让产业“活”
起来……8月5日，记者从省发改委获
悉，我省正式出台《加快发展体育产业
促进体育消费的实施意见》，到 2025
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要超过1300亿元，
全省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将由目前的
1.42平方米增加到2平方米，让经常参
加体育锻炼人数达到全省总人口的
36%。同时，探索开展个人医保卡余额
用于健身消费试点，鼓励企事业单位、
学校、个人购买运动伤害类保险。

10年增加近200万“爱动一族”
我省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有

多少？据权威数据显示，这一群体约
占全省总人口的32%。

按照我省正式出台的文件，到
2025年，这一比例要增至36%，这意味
着我省“爱动一族”将新增近200万人。

要让更多的老百姓“动”起来，最
好在家门口就有锻炼场所。省统计局
的普查数据显示：截至 2013 年底，我
省共有 55 种类型的 66515 个体育场
地，其中，大型体育场有 43个，这显然
难以满足需求，以至许多地方一到周
末，羽毛球馆、篮球场便“一馆难求”。

我省计划利用 10年时间，把人均
体育场地面积从目前的1.42平方米提
至 2 平方米。在城市社区建设“15 分
钟健身圈”，新建社区的体育设施覆盖
率和乡镇、行政村公共体育健身设施
都要达到 100%覆盖。各地要重点建
设一批便民利民的中小型体育场馆、
游泳馆、公众健身活动中心、户外多功
能球（运动）场、健身广场、健身步道等
场地设施。

为此，各地今后要将体育设施用
地纳入城乡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和年度用地计划，新建居住区和社区
要按室内人均建筑面积不低于 0.1 平
方米或室外人均用地不低于 0.3 平方

米的标准配套群众健身相关设施，并
与住宅区主体工程同步设计、同步施
工、同步投入使用。

体育产业规模增加千亿
体育产业的“风口”已来临——国

务院的意见提出，到 2025 年，我国体
育产业规模要达到 5万亿。我省体育
产业规模也要从 2013 年的 300 亿元，
激增至2025年的1300亿元。

如此巨大的一块蛋糕，赣企应该
从哪些领域“下嘴”？我省明确了清晰
的路径：鼓励社会资本以独资、合资、
与政府合作等多种方式承办体育赛
事、建设运营体育场馆、提供体育服
务、发展体育用品；以省直国有体育资
产等为基础，组建省体育产业集团，形
成大型国有控股企业集团。

去年在巴西举办的第二十届世界
杯足球赛，让江西企业赚到满满的一
桶金，比赛用球、纸品、队服、灯光雕塑
等，都是“江西制造”。发展体育用品
业是我省做大体育产业的重要措施，
我省要以赛艇、皮划艇、龙舟等优势水
上运动项目为切入点，加快发展赛
（游）艇、龙舟、龙狮等竞赛表演用品。
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立体育用品产业
园，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具有市场竞争
力的体育用品产业基地。

同时，我省将推动体育与文化创
意、设计服务、养老、教育培训、信息等
行业的融合，促进体育传媒、体育会
展、体育广告、体育影视等相关业态的
发展。鼓励景区加强体育设施建设，
开发体育旅游线路和产品，打造户外
运动基地和体育旅游示范基地。

促进体育与中医保健融合发展，
引导有条件的医疗机构设立运动康复
科，推广“运动处方”；制定“互联网+
体育”行动计划，加快建立体育健身公
共服务平台，实现场馆和赛事活动信
息实时查询、健身场地在线预订支付
等服务功能。

健身消费刷医保卡试点
在深圳、苏州等地，如果医保卡个

人账户余额充足，可部分用于健身消
费。我省也明确提出，要探索个人医
保卡余额用于健身消费的试点，作为
完善健身消费的政策措施之一。

现在运动健身场馆“一场难求”的
原因之一，就是有许多场馆资源未被
充分利用。对此，我省要下大力气推
动场馆设施开放利用。首先是加快推
进企事业单位等体育设施向社会开
放，学校体育场馆课余时间要向学生
开放，加紧制定相关政策措施，加快推
动学校体育设施向社会开放，将开放
情况定期向社会公开；再就是加快制
定我省公共体育设施的管理办法，明
确管理主体，建立完善安全检测、维修
维护等机制。

在完善健身消费政策方面，我省明
确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要将全民健
身工作所需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并
保持与国民经济增长相适应。要安排
一定比例体育彩票公益金等财政资金，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多种方式，积极支
持群众健身消费。鼓励引导企事业单
位、学校、个人购买运动伤害类保险。

周末，好好享受一下凉爽吧

本报南昌讯（记者陈璋）8月6日
上午，由南昌市体育局主办、南昌市武
术协会承办的2015年“体育进社区”全
民健身志愿服务活动在玉河明珠广场
举行，全市上千人共同展示健身成果。

整齐的姿势、专注的神情，尽管
天气炎热，但在全民健身志愿者的指
导下，现场1400余名健身爱好者毫无
懈怠。据了解，本次活动有舞蹈、武
术操、柔乐球、广场舞等 12 个表演项
目，表演者来自全市各区县的50多个
全民健身活动站点。家住人民公园
附近的黄大妈表示，为了准备这次活
动，自己与舞伴们连续一周早起排
练。“如今能和这么多高手交流，可以
学到更多技巧，非常开心。”

据介绍，本次活动是南昌市体育
局全年购买的十项服务之一。同时，
随着 8 月 8 日全民健身日的到来，该
市还将陆续开展多项群众体育活动。

我省体育产业加速跑 到2025年总规模达1300亿

医保卡将能这样用：余额可健身消费
明确提出探索试点 打造城市社区“15分钟健身圈”

1930年大上清宫因大火焚毁 去年在施工时被意外发现

考古发掘启动 龙虎山道教祖庭将露真容
系我国南方规模最大的宫观建筑遗址 将建游步道打造遗址公园

本报记者 郑荣林

严米金 本报记者 祝学庆文/图

本报讯 （记者刘斐）8 月 1 日，
抚州市大觉山景区迎来了今年首个
漂流高峰期，购票入园游客近万名，
漂流码头出现拥挤、游客抢船抢电
瓶车行为。针对游客质疑景区“超
载接待”一事，8月6日，省旅游发展
改革委员会通报调查结果。

通报称，根据国家旅游局颁发
的《景区最大承载量核定导则》测

算，大觉山景区日承载量是 3万人，
景区近四年的历史日最高接待量是
1.2 万人。当天该景区 9072 人购票
入园，其中 8288 人选择漂流，接待
游客数未突破日承载量。

至于出现混乱原因，通报表示，
由于景区与旅行社带队导游没有衔
接好，团队流程安排没有调整，8月1
日上午漂流游客较少，到当日13时，

旅行社团队只漂了 400 多人，还有
4700人在源源不断地向漂流码头汇
集。因漂流中心短时内不能提供足
够的漂流装备，团队游客与散客发生
争抢，导致景区接待流程脱节，大批
游客在码头积压，不能及时分流。

通报称，在游客发生纠纷时，景
区的工作人员立即上前劝阻并及时
报警，并进行调解，及时避免了事态

扩大。此外，景区对当天进入景区
未漂流的游客采取票务改签和退票
赔偿的措施。

当日，抚州旅发委召集景区各
部门负责人分析原因，总结教训，加
强各接待部门之间的配合，合理分
流游客，并要求景区在官方网站上
对次日可接待游客人数进行事先发
布，控制游客入园数量。

相关部门总结教训 景区要提前公布接待人数

《大觉山漂流“挤爆”了 预警系统没反应？》

体育进社区
居民齐健身

本报讯 （记者刘斐）“太方便了，
不用医生，自己就能量血压。”在“健
康小屋”体验后，60 多岁南昌市湾里
区刘阿姨笑得合不拢嘴。近日，由湾
里区疾控中心斥资40万元建设的“健
康小屋”——自助式健康检测中心正
式对外开放，自此，当地居民可在家
门口享受免费体检服务。

记者了解到，湾里区此次开放的
4个“健康小屋”分别设立在人口较密
集的站前街道、幸福街道和招贤镇、
梅岭镇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每个

“健康小屋”均配备电子血压计、快速

血糖仪、身高体重秤等简易设备，用
于测量血压、血糖、身高和体重等。
居民只需携带医保卡或身份证，即可
进行自我健康检测，无需挂号和付
费。同时，居民还可以免费取阅健康
教育宣传材料、接受派驻在“健康小
屋”的专业医生的健康指导。

湾里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
步，该区还将以“健康小屋”为载体，
加快居民健康档案信息化建设，尽快
实现健康档案资源共享，检测数据互
联互通，使全区居民就医、保健更方
便、快捷。

“健康小屋”亮相 家门口免费自助体检

8月5日傍晚，南昌市红谷中大
道一小区休闲广场上，一群练习轮滑
的孩子正跟着教练练习。精彩纷呈
的轮滑表演以及卖萌耍酷的轮滑儿
童赚足了人们的眼球。进入盛夏，玩
轮滑的少年儿童越来越多。以青少

年为主流人群的轮滑运动，如今在南
昌市开展得越来越好。据悉，南昌市
有几十家轮滑俱乐部和社团，大街小
巷、广场社区，只要有一块空地，说不
定啥时就有轮滑小子在飞。

本报记者 杨继红摄

本报南昌讯（记者许卓 通讯员熊
锋宝）8月6日，记者获悉，近日，南昌市
第一医院普外三科副主任医师夏爽完
成了我省首例使用超声刀彻底清扫 III
组淋巴结的乳腺癌改良根治术。目前
患者恢复良好，正在接受进一步治
疗。该例手术使我省使用超声刀清扫
乳腺淋巴结技术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据了解，超声刀现已广泛应用于
腔镜外科和甲状腺外科，但目前我省
外科医生在乳腺癌手术中应用超声刀
较少。超声刀在手术中的使用全程无
结扎，避免了遗留缝线、线结，杜绝了
排异反应，减少了出血及渗出量，降低
了对周围组织的热损伤，减少了术后
并发症的发生，缩短了术后恢复时间。

我省乳腺癌手术达到新高度

初步勘察显露出的玉皇殿北墙。

本报九江讯（记者何深宝）8月5
日凌晨，九江市浔阳区庾亮南路附近
一栋老居民楼发生火灾。租住在这
里的沈金凤及时发现火情，并挨家挨
户敲门叫醒楼内18户居民，让他们赶
紧撤离，才未造成人员伤亡。

5日，记者来到事发现场，远远就
闻到烧焦的气味。着火的房子是一
栋两层的砖瓦房，建于 20 世纪 50 年
代。陈女士说：“我母亲住在这里，火
灾发生当晚，我正好住在这里。半夜
时，我听到有人敲门，说‘发生火灾

了，赶紧撤离’，我和母亲急忙逃了出
来。后来听说敲门的是租住在这里
的一名女子，我们非常感谢她，否则
后果不堪设想。”

记者了解到，敲门女子名叫沈金
凤，是湖口县人，2个月前租住在这里，
在附近的一家包子铺工作。5日凌晨2
时许，她上班时在一楼的楼梯口发现
一块电表着火，随后就报警，并挨家挨
户敲门叫醒楼内18户居民。 由于当
时忙于救人，她没有转移自己的财
产。目前，火灾原因正在调查中。

老楼发火 她挨家敲门叫醒邻居

本报讯（记者陈璋）为向医院索
赔，多名死者家属在医院护士站内轮
番上场，手脚并用，丢弃病历资料，打
砸医疗器械设备，持续约 15 分钟，多
台设备、器械遭毁。近日，赣州市章
贡区法院对七名被告人判处有期徒
刑八个月至一年二个月。

2014 年 12 月 17 日，瑞金市云石
山乡宋某因腹痛到赣南医学院第一
附属医院 2 号住院楼 11 楼消化内科
住院治疗。12 月 23 日凌晨，值班护
士查房时发现宋某不在病床，又在楼
道口窗户处发现一双鞋，觉得情况不
妙便通知了宋某家属。随后，护士在
7 楼露台上发现了宋某的尸体。经
公安部门勘查，认定宋某系跳楼自杀
身亡。

12月23日上午，十几名死者家属
到医院协商善后事宜，要求医院赔偿
2 万元丧葬费，但协商未果。“家属要
求医院给点爱心补偿，但医院告知家
属走法律途径，家属就开始打砸护士
站。”医院职工刘九重说。

期间，七人先后将护士站的文件
和椅子摔在地上，并用木棍砸毁压力
监控系统、传呼主机和电脑桌，导致
电脑、打印机等物品毁损，全部过程
被医院监控视频记录下来。经鉴定，
被毁损物品价值人民币31377元。

2015年 4月 24日，公诉机关以上
述七被告人涉嫌犯寻衅滋事罪向章贡
区法院提起公诉，赣南医学院第一附
属医院同时向法院提起了附带民事诉
讼。之后，法院做出上述判决。

患者跳楼 家属索赔不成打砸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