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8日，南昌市青山湖区胡
家小学，300余名学生身着汉服，
上了一堂传统的入学“尊师礼”
课，孩子们通过游泮文告礼、释菜
歌诗礼、受书配剑礼、安席受拜礼
等，体验古代学礼，感受求学之
道，弘扬传统文化。

本报记者 徐 铮摄

本报景德镇讯 （记者徐黎明
通讯员占毅）9月 10日，2017年三
宝“泼泥嘉年华”在景德镇市珠山
区三宝国际瓷谷双坑古窑址举
行。活动得到了广大“景漂”“景
归”人士的支持和响应，众多“泼泥
勇士”到场参与。

今年的“泼泥嘉年华”分为泼
彩涂鸦、泥地运动和晚上的草地音
乐节等几个部分。活动开始前，

“景漂”艺术家和到场观众们一起，
在舞台上铺上夏布，纵情泼彩涂
鸦，各种颜料洒落在一起，色彩斑
斓、异常绚丽。不少小朋友也冲上
舞台，在家长和艺术家帮助下，一
展艺术天赋。

这幅由大家共同创造的涂鸦
作品也成了此次三宝“泼泥嘉年
华”开幕式的舞台背景。下午 3
时，随着活动开始，迫不及待的人
们纷纷把手中的彩色玉米粉撒向
天空，每个人的身上、头上、脸上都

布满了色彩，现场氛围迅速升温。
泥地运动项目擂鼓开战后，泥

地接力跑、泥地西瓜快递、泥地拔
河赛、泥地橄榄球大战和终极“泼
泥大混战”依次亮相，不分男女、无
论老少，所有人的矜持和犹豫都被
抛到九霄云外，有人在泥水里步履
蹒跚、也有人在泥潭中几番跌倒、
还有人前俯后仰挤作一团，但因为
快乐成为主旋律，各种狼狈也不会
让人感觉尴尬。

“泼泥勇士”们不惧秋凉，一个
个奋不顾身地投入人工泥潭中，奔
跑、跳跃、翻滚、舞蹈……数百名村
民、游客和摄影爱好者到场观战，
整个三宝国际瓷谷被激情点燃。

作为世界闻名的瓷都，景德
镇人天生就与泥土相亲相近，三
宝“泼泥嘉年华”让人们融入泥
土、热爱泥土、尽情挥洒对泥土
的依恋，为都市生活涂抹了新的
亮色。

开学尊师

▲ 学生身着汉服向老师行礼。
▼ 孩子们的各种表情萌意十足。

景德镇上演“泼泥嘉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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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一条智能手环，就可以
录入信息和控制流程，实现对进
入办案区的犯罪嫌疑人信息化智
能化管理。日前，信丰县公安局
创建了一套以智能手环为纽带的
智能化执法办案新模式。

“该模式可实现运用科技与
信息化手段连通执法办案各环
节，以程序引导倒逼民警规范执
法，更好地满足民警规范执法的
实际需求。”9月 5日，信丰县副县
长、县公安局局长黄刚介绍道。

记者了解到，信丰县公安局
设计了办案中心管理平台软件，
通过智能手环录入信息和控制
流程，实现对进入办案区的违法

犯罪嫌疑信息采集登记、随身
物品和涉案物品登记保管、讯

问场所调配使用、人员定位和安
全防范的智能化管理，利用可视
化的视频督察机制实现全流程
办案监督。

在该局执法办案管理中心信
息采集区，一名嫌疑人正在办案
人员陪同下佩戴智能手环。智能
手环系黑色，类似运动手表。嫌
疑人佩戴手环后，手环会形成一
个唯一编码，该编码全程跟随该
嫌疑人。

“请看清楚，你的东西都摆
在这，都会拍照存档。”不同于一
般的登记方式，民警在清点完非
涉案人物品后，用该嫌疑人佩戴
的手环刷出了一个收纳箱，随后

室内天花板上一摄像头对物品
自动拍照。

物品登记完毕后，民警对该
嫌疑人进行信息采集。“在尿样检
测区，嫌疑人的检测结果测完即
可出报告，同样可记录在智能手
环内。”民警介绍，除了记录嫌疑
人相关信息之外，智能手环还可
严格控制办案流程。办案民警进
入案管中心，首先必须完成嫌疑
人指纹、DNA 信息采集、涉案物
品登记保管等，随后才能进入下
一个办案环节。

“手环通过智能化管理，要求
民警办案时必须按程序推进，不
能跳过其中任何程序，我们称之
为‘闯关式’办案。”民警说。

据了解，智能手环的信息记录

和流程控制作用，不仅体现在信息
采集区内，凡是所有与案件有关的
信息，都将被记录在相应的智能手
环内。

“对嫌疑人进行提讯时，刷了
智能手环后，会自动分配到相应
的审讯室，室内灯光以及审讯设
备等自动启动，整个过程完全随
机，不受外力干扰。”警方介绍。

信丰警方介绍，当办案民警需
要提讯嫌疑人时，通过刷取手环，
嫌疑人进出候问区的时间和轨迹，
以及分配的讯（询）问室的信息都
会被记录下来。民警讯问嫌疑人
时，可实现全程无纸化记录，相关
信息自动存档在嫌疑人手环内，且
整个审讯过程全程视频监控。

办完案件，嫌疑人出区时，只

要刷智能手环，嫌疑人全程的轨
迹、各时间段的音频视频资料，办
案全程电子卷宗都会生成，保存到
执法办案平台里，形成电子档案。

执法办案流程结束后，通过
智能手环，嫌疑人信息还与监所
管理平台软件相通联。一方面能
对所收押执行的违法犯罪嫌疑人
信息自动提取，实现智慧收押、智
慧执行，提高收押效率；另一方面
也能实现对提审嫌疑人的智能化
管理、可视化监督。

规范执法除了应体现在办
案过程外，在案件管理方面也
尤为重要。为此，该局还设置
了法制案管中心。在法制案管
中心，所有案件信息均可凭借
智能手环进行调阅。

何 进 本报记者 邹晓华

一条智能手环“刷”出执法规范化
信丰推行公安信息化智能化办案新模式

本报讯 （记者陈璋）日前，记者
从南昌市环保局获悉，自今年6月份
以来，南昌市对各地、各单位污染源
整治工作乱作为、不作为、慢作为和
弄虚作假实施“一事三查”，总体成
效明显。

一事三查，即查牵头单位，查所
在县区政府、开发区（新区）管委会，

查业主（施工）单位。南昌市成立了
4 个督查组，由市政府督查室牵头，
每半月开展一次专项督查，对整改
工作滞后的县区（开发区、新区）及
相关责任单位下达限期整改通知，
其主要领导在每月全市调度大会上
交账。

督查行动开展以来，东湖区、西

湖区、青云谱区、青山湖区、高新开
发区和红谷滩新区 331 个在建工地
扬尘治理达标比例从之前的 54.2%
上升到 77.6%。同时，督察组还下发
了147份整改督办单，对第二次督查
过程中发现仍未整改到位的18个工
程项目的负责人进行了集体约谈。

在全密闭建筑垃圾运输车辆

管控方面，截至目前，已给 504 辆
运输车安装智能定位终端，并对
在市城管委登记并自有 10 辆以上
车辆的全密闭建筑垃圾运输企业
采取的防污染措施情况进行了专
项摸排。此外，全市共查处建筑
垃圾运输车辆泄漏、遗撒、挟带污
泥 等 违 规 行 为 122 起 ，处 罚 金 额

16.65 万元。
在锅炉整治工作上，南昌市

印发了《关于开展国控空气质量
环境监测点周边燃煤锅炉整治工
作的通知》，并下达了国控点 4 公
里范围内整治任务。8 个国控监
测点周边 4 公里范围的 17 台锅炉
中，目前已完成淘汰改造 10 台。

9月7日晚，南昌市青山湖区新魏路社区
举办了一场“讲文明、树新风、促和谐”纳凉晚
会。居民们自编自演的舞蹈、男女声独唱、合
唱、时装秀等节目吸引了众多观众。

通讯员 陈 静摄

社区晚会促和谐

企业家捐200万奖学子
本报临川讯 （记者邹晓华）9月 10日上

午，一名拿到1000元助学金的抚州市临川区
荣山中学贫困学生激动不已。当天，荣山中
学举行了“王月升教育基金”启动仪式，该校
优秀教师、优秀学生和贫困学生分别得到
1000至4000元不等的奖励金。

据了解，荣山中学“王月升教育基金”是
由热心教育的荣山籍企业家王月升捐资 200
万元设立。教育基金以年度为期，每年 9月
发放基金20万元，持续10年。基金设立意在
奖励对学校有突出贡献的优秀教师、品学兼
优的优秀学生，鼓励个性特长发展的学生，帮
扶贫困好学的学生。

多云唱主角 天气很凉爽
本报南昌讯（记者徐黎明）这几

天，气象部门连续发布雷电黄色预警
信号，洪城雷雨如约而至，气温下
降。未来几天，我们将迎来入夏以来
最凉爽的天气，最高气温 28℃左右，
最低21℃。

周二起，多云天气唱主角。由于
地面弱冷空气的不断影响，副高成了
强弩之末，威力不如以前。随着气温
下降，满城的桂花树开始飘香了。

12 日，南昌阴转多云，23℃～
27℃；13日多云，23℃～29℃；14日多
云，21℃～27℃。

九龙湖将建新龙岗学校
本报讯（记者陈璋）9月11日，记者从南

昌市规划部门了解到，为完善九龙湖片区教
育网点布局和满足生源实际需求，南昌市政
府同意红谷滩新区在位于新龙岗大道以东、
龙岗花园以西、海宝街以南的HJZ702-TP01
地块规划建设九年制新龙岗学校。

新龙岗学校班级规划小学30班，初中27
班。学校用地面积约为90亩，建筑密度不超
过25%，绿地率不小于30%。

“霸道车”逃费500余次被逮
本报石城讯（记者邹晓华 通讯员郭平）

近日，一辆逃费 513次的丰田霸道车在泉南
高速赣闽界石城收费站被查获，共被追缴通
行费22255元。

据相关人员介绍，9月 8日 22时许，一辆
车牌为湘E的银白色丰田霸道在泉南高速赣
闽界石城收费站108车道下高速。交卡后当
班收费员见车身较大，请司机提供行驶证查
看，但司机态度强硬称车辆为7座车，拒绝出
示行驶证。收经过工作人员仔细核对后，确
认该车出厂铭牌显示为 8 座，实为二类客
车。通过查询稽核管理系统核实：该车自
2011 年至今在江西省境内按一类车缴费达
513 次。司机最终承认了自己的逃费行为，
补缴通行费22255元。

南昌下重手整治污染源 约谈18个项目负责人

建筑垃圾运输违规 处罚超16万元

载重货车威胁瑞昌明朝石桥
本报瑞昌讯 （记者何深宝 通讯员魏东

升）近日，记者在瑞昌市洪一乡双港村看到一
座单孔石桥，这座建于明朝的单孔石桥，至今
已有 450年的历史，当地村民把这座单孔石
桥称为双港桥。

双港桥始建于隆庆元年（1567年），长 20
米，宽 6.3米，高 11米，横跨 15米，桥面厚 0.6
米，总面积126平方米。据了解，该桥为瑞昌
市目前保存最好、跨度最大、弧度最高的单孔
石桥，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1985年 12月被
列入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双港桥是双港村南北港两岸村民交通往
来的必经之桥，每天有不少村民和车辆从该
桥经过，甚至一些载重20至30吨的大货车也
从桥上通过。当地村民介绍，双港桥的桥面
是由麻石铺成的，经过400多年的踩踏，麻石
被磨得油光滑亮。后来，市有关部门在桥面
上铺了一层水泥，并在桥两边修建了水泥护
栏，以保护古桥，同时也保护行人和车辆的安
全。

采访中，当地村民希望有关部门在双港
桥两边设立限载标志和限高杆，禁止载重量
太大的车辆通行，避免压踏双港桥。同时，要
定期对双港桥进行检测，定期维护，切实保护
好这座古桥。

本报南昌讯 （记者蔡颖辉）9
月 10日，记者来到西湖区广润门
街道豆豉巷50号老楼院。正值下
午，年龄稍长的居民正聚在一起，
聊得甚欢。可不要小看这些老人
家，他们可都是有“职务”的人，是
这个楼院的真正管理者。

邹健耕老人现年 79岁，在楼
院里他的职务是楼院党小组组长，
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在打电话。“一
定要记住，无论如何你都要来，你
可要支持我的工作。”邹健耕洪亮
的声音，隔很远都能听清。而电话
另一头，是他当警察的外甥，老人
家这个电话，是约他外甥带头进楼
院给居民上综治辅导课。

据了解，在豆豉巷 50号楼院
里，和邹健耕老人一样的管理者
还有不少，他们都是白衣庵社区
基层“五级”楼院矛盾纠纷调解室
的成员。楼院矛盾纠纷调解室从
5月份建立至今，调解民事纠纷 6
起，调解成功率 100%，对缓解社
会治安压力，化解社会矛盾，起到
了积极作用。

广润门街办主任江晓军表
示，该街道常住户有 13775户，总
人口3.76万余人，下设10个社区，
是典型的人口密集的老城区。为
深化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夯实基
层矛盾纠纷调解基础网络建设，
该街道探索建立了街道、社区、网

格、楼栋、单元“五级”矛盾纠纷调
处网络，更好服务群众，进一步畅
通发现、化解、反馈矛盾纠纷的渠
道，最大限度消除社区不稳定因
素，形成了一套“小事不出社区，
大事不出街道”的矛盾纠纷调解
模式。

最近，家住白衣庵4号楼栋的
八十多岁的栾曙斌老人，心中的
一块大石终于落地。原来，老奶
奶担心好几个月厕所下水管道漏
水的问题终于解决了。“因为房屋
年久失修，几个月前，厕所开始漏
水，而且漏得非常严重，我这个老
婆子上厕所都要小心翼翼，不然
摔一跤那问题就大了。”栾奶奶告

诉记者，整栋楼的下水管道出现
了破裂，如果要彻底解决问题就
必须更换整栋楼的下水管道。

“有些居民家里厕所漏水不
明显，所以都不太支持更换下水
管道。栾奶奶年纪这么大了，看
到她跑上跑下，我也不忍心。我
是一名律师，作为这栋楼的居民，
也是社区矛盾化解网格员，便积
极和邻里邻居商议如何处理这个
事情。”这几个月，栾奶奶的五楼
邻居何志强一边和社区联系协调
维修事宜，一边积极做通居民群
众的思想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
理，最后大家伙一起出资进行维
修。终于在一个月前楼栋换上了

新的下水管道。
“真应该为这个协调机制点

赞，不然我老婆子一个人跑来跑
去，这要弄到什么时候才能解
决。”栾奶奶开心地说。

该街道推行五级矛盾纠纷排
查调处工作机制后，使“无讼”社
区的触角延伸至网格，实现“小问
题 网 格 解 决 ，大 问 题 社 区 化
解”。目前，该街道 10个社区，均
成立了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
室，参与矛盾纠纷调解人员达到
60 余人。截至 8 月 20 日，该街道
各社区共调解各类矛盾纠纷 136
起，涉及住房、民生、医疗、困难救
助、房屋征收等领域。

一个新鲜机制 让矛盾化解在基层
西湖区广润门街道社区老人参与纠纷调解效果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