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6日，来自南昌市毛笔生产企业、笔庄
和毛笔作坊的117名制笔高手齐聚进贤县文港镇
文房四宝交易市场，参加江西省“振兴杯”毛笔制
作职业技能大赛南昌选拔赛，同场比拼毛笔制作
技艺。 本报记者 朱文标摄

制笔高手大比拼

南昌南昌天气天气 黎明黎明播报播报

本报讯（记者徐黎明 实习生程
维力）上周末，南昌电闪雷鸣，雷阵
雨应声而下，气温有所下降。新的
一周，我省凉爽天气当道，南昌最
低气温只有 23℃，仿佛一夜之间从
炎热的夏季穿越到凉爽的秋季。
不过，气象专家却称，“秋老虎”还
未完全撤离，副高仍有卷土重来之
势，或将“秋后算账”。

得知本周凉爽光天气陪伴，习
惯了高温炎热的市民们又惊又喜，
以为秋天就这样来了。可是，气象
专家说，南昌一般要到 10月上旬正
式进入秋天，当然也有 9 月下旬入
秋的特例。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

“秋老虎”至少在本周不会现身，因
为只有连续两天 35℃以上，“秋老
虎”才算现身，现在只能算是从夏
天到秋天的过渡期。既然是过渡
期，接下去即使再热，也不会热成
盛夏时的那种感觉了。

天气变凉，这要感谢高空低槽
东移和地面弱冷空气的共同影响。
气象专家称，在沉寂了长长的一夏
后，一直盘踞在北方的冷空气开始

“苏醒”，加上台风一场接着一场，跃
跃欲试把我们带进新一轮的秋天。

监测显示，11日，受高空低槽东
移和弱冷空气南下的共同影响，赣
北赣中将有一次较明显降水过程，
局部大雨到暴雨，同时伴有降温，平
均气温将下降 2～4℃，但大部分地
方平均气温仍在22℃以上。

专家说，南昌的高温主要出现
在 7月和 8月份，9月份也多次出现
过高温天气。资料显示，2005年，我
省9月中旬高温持续时间之长、气温
之高为历史同期罕见。其中 9月 12
日至 20日，南昌市区日最高气温达
到了罕见的38℃。

今年白露节气过后，不少市民
发现，盛夏时节略显“虚弱”的蚊子
气势汹汹大队来袭了。疾控专家介
绍，一般来说，蚊子的繁殖数量与降
水量、温度有关。据介绍，南昌市所
辖县区均有蚊蝇监测点，蚊虫一般
在 5月初开始活动。6月以来，南昌
连续遭遇晴热高温，很多蚊子的确
被“热死”了。秋后的蚊子更加凶
猛，蚊子完全消停一般要到11月。

最低气温23℃
本周南昌凉爽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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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障环鄱赛顺利进行
13日省城部分道路管制

本报讯 （记者蔡颖辉）记者从南昌市公
安交管局获悉，为保障第八届环鄱阳湖国际
自行车大赛（南昌站）顺利举行，将于 9月 13
日对部分道路实施交通管制。

据悉，当日 8:00—10:30，瑶北收费站下
高速口关闭，需从此下高速的机动车请从南
昌县蒋巷收费站下高速；8:30—11:30，南昌东
收费站下高速口关闭，需从此下高速的机动
车从幽兰高速收费站下高速；8:20—10:00，艾
溪湖北路的京东大道路口至天祥大道路口段
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8:40—10:30，天祥大道
的艾溪湖北路口至航空城大道路口段禁止车
辆和行人通行；8:50—11:15，航空城大道的天
祥北大道路口至瑶湖郊野公园D通道段禁止
车辆和行人通行；9:20—11:30，紫阳大道的新
月路口至艾溪湖大桥东侧上桥口段禁止车辆
和行人通行；9:30—11:45，昌东大道的艾溪湖
大桥桥下至艾溪湖北路口段禁止车辆和行人
通行。

陶瓷艺术展在昌举行
本报讯（记者赵影）9月9日，《纪念八一

南昌起义暨建军九十周年陶瓷艺术展》在南
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开展。

据悉，此次展览将红色文化与陶瓷艺术
相结合，围绕“展千年瓷韵，传红色基因”的主
题，组织陶瓷艺术家们深入南昌、井冈山、瑞
金、三湾等革命圣地进行采风写生活动，广泛
收集创作素材，结合陶瓷艺术特点精心构思
打磨，创作了90件类型丰富、题材广泛、风格
多样的陶瓷艺术作品。本次展览自 9月 9日
至10月8日，为期一个月。

本报讯 （记者赵影）日
前，记者从省内旅游市场上
了解到，今年教师节除了针
对节日当天推出的景区票价
免费或优惠政策外，我省部
分景区和旅行社还将相关优
惠活动时间延长。

据了解，即日起至 9 月
17 日，新余教师凭身份证
免仙女湖景区门票，外地
教师凭教师证享受门票 5
折优惠。即日起至 9 月底，

教师本人持教师资格证，
享 受 凤 凰 沟 门 票 半 价 优
惠；教师凭本人身份证和
教师资格证可同家人（限 3
名随行亲属）享受汉仙岩
主景区门票 30 元/人（原价
45 元），汉仙湖十里画廊游
船 票 35 元（原 价 50 元）。
另外，市场上也出现了多
款凭教师证享优惠的旅游
线路，优惠幅度从几十元
到上百元不等。

货车起火 执法人员相助
本报讯（记者刘斐）“真的非常感谢冷国

荣和他同事的帮助，挽回损失几十万元。”9
月4日，货车车主万建军回忆起9月1日上午
发生的一幕，内心充满感激。

9月 1日 10时 30分左右，在南昌市新建
区昌九大道金桥乡路段，一辆运煤半挂车右
后轮突然爆胎起火。火势蔓延得很快，不一
会整个后轮就被火焰吞噬。由于车上没有灭
火器，万建军焦急地四处求援。

此时，新建区交通运输局综合执法大队
中队长冷国荣和同事正好在附近执勤，迅速
驱车赶往现场。由于火势较大，冷国荣用完
4 个灭火器才有效控制火势，等待消防部门
的到来。

近日，鹰潭市月湖区高桥社区10岁的小
姑娘吴晓静当选社区爱心驿站“每月之星”。
据了解，月湖区“爱心驿站”于4月10日启
动，全区已有37个。“爱心驿站”是“收集、存
储、支取”爱心的工作平台，鼓励辖区居民寻
访困难群众，让爱心量化，倡导人人为我、我
为人人的社会风尚。 通讯员 胡 南摄

社区有了“爱心驿站”

自助值机设备前人头攒动，值机柜
台和安检处排起多条长队，进入9月，南
昌昌北国际机场依旧“人气不减”。日
前，记者从省机场集团公司获悉，今年8
月，该机场完成航班起降架次 8000 架
次，旅客吞吐量达102万，同比分别增长
约37.1%、37.8%。航班架次及旅客吞吐
量实现大幅提升，增速排省会机场前列。

据悉，这也是昌北机场首次单月旅客
吞吐量突破100万人次，为今年全年旅客
吞吐量完成1000万人次奠定坚实基础。

航班增开“飞的游”价低
实惠多

“花2天的时间享受成都的火锅、串
串、宽窄巷子，感觉挺不错。”南昌市民
何先生告诉记者，暑期他抢到南昌-成
都的800多元往返特价机票，周五出发、
周日返回，在成都既游览了景点，又品
尝了美食，感觉物有所值。通过旅游解
压放松，不需要请假，就能感受一个城
市的精华，周末打飞的旅游的方式逐渐
在我省年轻人群中兴起。

据悉，暑运7、8两个月，昌北机场完
成 航 班 起 降 1.5 万 架 次 ，同 比 增 长
34.4%；完成旅客吞吐量 193万，同比增
长 35.6%。9月 1日，该机场开通青岛-
南昌-海口、南京-南昌-丽江、南京-南
昌-昆明、南昌-珠海、深圳-南昌-长
春、南昌-烟台-哈尔滨、珠海-南昌-太
原、南昌-成都8条航线，创单日开通航
线新纪录。

航班航线的增开，让通达性更好。
同时，多条航线的“特价机票”也推动市
民乘机出行的热情。据了解，9月份，南
昌飞珠海票价90元起，南昌飞海口票价
130元起，南昌飞济南、深圳、西安等多
地航班价格均为200元起。该机场人士
表示，今年暑期 7、8 月平均客座率为
86%，同比上涨 5%，航空公司机票水平
总体下降5%-10%。

聚集人气 中转枢纽效
益显现

“丽江没有直达合肥的航班，我比

较了几个机场后发现，来南昌中转价格
较便宜，等待时间也不长。”日前，大学
生小周乘机从丽江前往合肥，在昌北机
场中转时，中转服务柜台工作人员不仅
为她办理好下一行程的值机手续，托运
的行李也由专人负责办理托运至下个
行程的航班。

据了解，8月 4日，该机场中转服务
正式上线，免去旅客重新提取行李，再
次办理值机和行李托运，重新排队过安
检等繁琐的手续，节约旅客出行时间，
让旅客出行更加便捷。截至8月31日，
中转服务共计保障隔离区内中转旅客
2373 人、行李 107 件，机场人士表示，

“旅客可在南昌中转前往国内 45 个城
市，中转热门目的地为赣州、北海、北京
等城市。”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以往旅客经
常选择武汉、长沙等机场中转，这几年，
随着航线航班的全面覆盖，昌北机场中
转旅客的增多预示着机场进入航空枢
纽行列。

蕴含商机“航空+”辐射
多个领域

省、市财政今年设立4.15亿元专项
资金，用于奖励进驻昌北机场的航空公

司——从今年 7月开始，同比旅游运输
增量，每位旅客补助200元。同时，省机
场集团母公司——首都机场集团也设
立2000万元航空发展资金，积极协调加
密京津冀等地的航班航线。

“相对于资金等有形投入，将带来
航班航线增开、客流量上升等有形以及
推动当地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使服务
业有较大的发展，加快经济发展模式的
转型等无形价值。”专家表示，一个大型
枢纽机场的功能可以辐射到与航空相
关的旅游业、服务业、金融业、物流业、
房地产业等领域，从而形成一个较大的
产业链。随着昌北机场客流量特别是
中转旅客数量的攀升，旅客对于旅游、
餐饮酒店、娱乐等需求将进一步得到释
放，由“航空+”引领的多领域民航大生
态圈正在成形。

“比如我省 5A 级景区集体对外地
乘机旅客放价优惠的政策，将激发特别
是中远程旅客的来赣乘机热情，改善我
省景区中远程游客比例，从而对我省现
有的旅游结构产生一定影响，”专家表
示，“旅客旅游消费将可能增多、时间也
可能加长，对于顺应大众旅游、全域旅
游消费新特点将产生利好。”该专家表
示，对于其他行业的影响也将进一步显
现。

本报讯 （记者赵影）随
着暑期旅游旺季结束，机票、
酒店等旅游资源价格回落，
日前，记者走访我省旅游市
场时了解到，部分旅游产品
价格“跳水”近千元，9月成为
错峰旅游的最佳时机，中老
年人群和上班族成为金秋出
游的主力人群。

据悉，暑期旅游旺季结
束后“十一”国庆来临前，9
月的旅游价格处于低谷。
优惠的价格和舒适的天气
激发市民的出游欲望，记者
从省内部分旅行社了解到，
9 月部分出境、国内游价格
平 均 比 暑 期 降 了 三 成 左
右。我省居民青睐的泰国、
日本、马尔代夫等出境游目
的地行程价格降幅较大，也
成 为 金 秋 错 峰 游 的 热 门
地。比如一款普吉岛 6日自

由行线路，8 月 20 日出发价
格为 6000多元，27日出发价
格不到 4000 元。进入 9 月
后，价格持续下降，9月中旬
出发价格降至 3279元。

金秋我省居民出游主力
为中老年人群和上班族。两
者选择出游时间较为灵活，
是错峰出游的主力人群。其
中，不少上班族将年假与国
庆假期相连，9月底提前出游
成为“普遍选择”。

除了丽江、三亚、北京、
上海、厦门等金秋热门国内
出游地外，海鲜主题的相关
线路成为市场上备受关注
的新兴线路。八、九月份，
国内沿海地区陆续结束 3
个月的休渔期，大连、青岛、
舟山、北海等海滨城市“海
鲜季”来临，以美食为主打
的旅游线路预定走高。

单月旅客吞吐量突破百万人次

一天增一天增88条航线条航线 昌北机场真昌北机场真““跑火跑火””
本报记者 赵 影文/图

金秋错峰出游热度不减

昌北机场旅客增多昌北机场旅客增多。。

本报南昌讯 （记者余红举）前
湖大道快速路作为南昌“一环”的一
部分，9月8日，由南昌市政公用集团
承建的前湖大道清远路至学府大道
段两侧辅道及 G 线箱涵桥、长堎大
道段西半幅辅道实现通车，有效缓
解学府大道、长堎大道等周边路网
的交通压力。

据了解，前湖大道快速路预计
明年 11月全线通车，届时青云谱区
前往湾里区全程实现无红绿灯。

先行开通辅道
前湖大道快速路主路为双向 6

车道，辅路为双向 4车道，全线不设
置红绿灯，实现快速通行。

目前，前湖大道快速路红谷滩

新区段主体施工已经完成。今年 1
月，前湖大道快速路（朝阳大桥—
清远路段）两侧辅道已经开放通
行。前湖大道快速路项目负责人
祝耀东介绍，为缓解学府大道、长
堎大道等周边路网的交通压力，按
照计划开放前湖大道快速路（清远
路—学府大道段）两侧辅道、新建
区长堎大道段西半幅辅道的社会
交通。

“前湖大道清远路至学府大道
段两侧辅道通车后，车辆可以由前
湖大道直接分流至学府大道。”祝耀
东介绍，该段道路向东连接朝阳大
桥，为红谷滩新区居民前往昌南城
区增加了一条便捷的道路。

此外，长堎大道段西半幅辅道

通车后，施工部门将实施东侧高架
桥及辅路路基施工。

明年11月全线通车
前湖大道快速路工程（西外环

—朝阳大桥）为南昌市规划“十纵十
横”干线性道路的重要一横，西起
西外环，东接朝阳大桥，路线全长约
10公里，工程总投资29.7亿元。

目前，南昌市“一环”中的英雄
大桥、朝阳大桥、九洲高架快速路、
昌九高架快速路一期已经通车。同
时，正在改造的洪都大道快速路完
成后，前湖大道快速路计划在 2018
年11月全线竣工通车，届时南昌“一
环”将实现闭合。

前湖大道快速路建成通车后，

将承担湾里区、新建区、红谷滩新区
快速交通联系。前湖大道快速路项
目部相关负责人说，工程全面完工
后，市民从青云谱区洪都南大道上
九洲高架，再途经朝阳大桥和前湖
大道快速路至湾里区，沿途将不会
有一个红绿灯，到时候去湾里游玩
度假将十分便捷。而且，从九洲高
架到前湖快速路，在西湖区、红谷滩
新区等处均有出入口，这也意味着
住在这些地方的市民前往湾里将多
了一条重要的“绿色通道”。

前湖立交已现雏形
据介绍，南昌市政公用集团还

在进行前湖立交工程的施工，该工
程西侧主线高架桥与前湖大道主线

顺接，辅道与长堎大道交叉口顺接，
东侧与前湖大道落地段顺接，北侧
与昌九快速路改造一期（黄家湖立
交—长堎立交）对接，南侧与省庄立
交衔接，项目总投资约 5.54亿元。9
月 8日，记者在现场看到，前湖立交
已经初现雏形。前湖立交于2016年
11月开工，预计 2018年 11月底具备
通车条件。是前湖快速路和昌九快
速路相交的节点，起着重要的交通
枢纽作用。

目前，昌九快速路一期 6 月 30
日已经竣工通车，8月 29日，昌九快
速路二期已经开工建设。待昌九快
速路二期建设完成，前湖大道快速
竣工通车，两条道路将实现南昌的

“东西连接，南北沟通”。

前湖大道快速路已部分通车 明年11月全线通车

南昌“一环”成型 青云谱去湾里一路畅通

本报南昌讯（记者蔡颖辉）“现在是休闲
垂钓的黄金季节，每个周末到我们沙口河来
垂钓的，多的一天有三四十人，少的一天也
有一二十人，一年下来光垂钓的收入就有
六七万元。”9月 10日中午，在新建区象山镇
沙口河港子口段，象山镇港子口养殖专业合
作社理事长熊文龙高兴地说道。

随着新105国道的开通和乐饭公路的升
级改造，前来象山镇沙口河休闲垂钓的市民
和爱好者越来越多。沙口河是象山镇的内
河，得益于一河清水和交通便利，象山镇两
家渔业专业合作社主要盈利点由“鱼”逐步
转为“渔”。养殖专业合作社由先前的单一
捕捞发展到现在集休闲垂钓、捕捞为主。目
前象山镇的休闲垂钓主要有两家企业，港子
口养殖专业合作社是其中之一。

新建区沙口河垂钓成产业

工地塌方 消防及时救人
本报修水讯 （记者邹晓华）9 月 9 日 15

时 53分，修水消防大队接到群众报警称：修
水县洪坑大道施工地出现塌方，有1人被困，
情况万分紧急。接到报警后，消防官兵迅速
赶往现场救援。

消防官兵到达现场后，发现一名被困者
腰部以下位置全部被塌方下来的泥土埋压。
消防官兵在被困者四周进行固定，防止泥土
再次塌方，用双手和铁铲一点点把泥土刨
开。经过消防官兵们三十多分钟的紧急救
援，被困者被成功救出。

目前，事故的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
当中。

我省景区9月优惠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