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家两兄弟 接力去当兵
本报乐平讯（记者徐黎明）大儿子还在

部队服役，小儿子又将走进军营。连日来，乐
平市名口镇流芳四村民营营长刘永真的两个
儿子投身国防的事迹，被当地人传为佳话。

43岁的刘永真，年轻时就梦想当兵，因
要赚钱养家，未能走进军营。9年前，刘永真
在村里当了一名民营营长，每年参与征兵工
作。刘永真的大儿子刘雄雄今年21岁，2013
年中学毕业后应征入伍。刘永真的小儿子
刘林生今年17岁，7月中专毕业，也希望参军
入伍。经过体检、政审等程序，9月2日，刘林
生被批准入伍。“两个儿子‘代父从军’，替我
完成了心愿。”刘永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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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城对“冒黑烟”企业喊停
本报南城讯 （记者刘斐）近日，抚州市

南城县河东工业园一企业冒出滚滚黑烟，影
响周边环境。该县环保部门监测发现后，正
在违规生产的企业被“逮”个正着。经调查
取证，该企业涉嫌非法排污被责令停产。

“坚决向污染宣战，发现‘冒黑烟’企业
后一律要喊停。”该县环保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该关停的关停、该追责的追责，坚决做到
查处到位、整改到位、责任追究到位。

近年，南城县加大整治力度，对属于国
家明令禁止的落后产能一律取缔淘汰；对群
众反映强烈、影响恶劣的环境污染问题，实
行挂牌督办；对挂牌或查处整改后出现回潮
和污染反弹的，一律责令停产或关闭。同
时，变抽查为常态巡查。去年以来，该县对
10家减排不达标企业依法实施了关闭处理。

吉安成立矿山应急救援队
本报吉安讯 （记者刘斐）近日，吉安市

吉水县矿山应急救援队正式组建，该救援队
为吉安市首支矿山应急救援队。

目前，该救援队成员共 30人，均从县综
合执法大队中精选而来。据了解，作为矿山
应急救援专业力量，吉水县矿山应急救援队
由县安监局负责业务指导和管理，采取聘请
专家或派送培训等方式，对队员进行技能培
训。同时，通过财政预算、向上级争取资金
和有偿服务等多种渠道，保障应急救援专项
经费，购置矿山专业救援装备。

每周六上午，乐平市东湖市民之家就有
一场特别的课。据悉，乐平市洎阳街道服务
社区请来专业心理老师和职业瑜伽教练，每
周定期向社区孕妇免费开展孕期心理疏导、
孕期瑜伽练习和音乐安抚胎教。

通讯员 宁敏来摄

无证驾驶上高速被逮个正着
本报讯（记者蔡颖辉）9月 8日 20时，省

高速警察总队直属一支队第一大队民警在
南昌北收费站开展整治时，发现一辆鄂A车
牌面包车的司机滕某只提供了机动车行驶
证副本和机动车行驶证，并告诉民警身份
证、驾驶证正本没有带。对此，民警觉得有
异常，于是展开进一步调查。

民警查询驾驶员信息，发现照片与其本
人有异样，对民警的提问，滕某也答不上来，
滕某这才承认没有驾驶证。据其交代，该驾
驶证副本是别人的，原想蒙骗过关。因滕某
涉嫌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机动车，民警按《道
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对其处1000元罚款，行
政拘留5日的处罚。

孕妇晕倒 医护人员忙施救
本报南昌讯 （记者万仁辉）“有孕妇晕

倒了。”9月 10日，省儿童医院急诊科突然接
到医院保安的电话，称一名孕妇需要帮助。
据悉，在医护人员合力施救下，该孕妇转危
为安。

当日，一名怀孕 8月的二胎妈妈和家人
带大儿子在省儿童医院就医，在排队做检查
时，因孩子病情较重，孕妇因着急突然晕
倒。省儿童医院工作人员立即通知保安，并
将她抬到急诊科。急诊科医护人员随即为
她接上心电监护仪，同时给予输氧管给氧。
在心电监护显示生命体征正常的情况下，医
生初步判断该孕妇暂无大碍，嘱咐她先在抢
救室休息。

据急诊科医生介绍，孕妇发生晕厥的原
因很多，突然站起、长时间站立或在拥挤的
人流中均易引发低血糖、低血压。

本报铜鼓讯 （记者胡光华）10
多件百年梨木家具，5 万元不卖；5
棵百年桂花树，25万元不卖。67岁
的铜鼓县三都镇西向村贫困农民陈
道荣一心守护家族烈士遗物，面对
诱惑不动心，在当地传为佳话。

陈道荣的叔祖父陈逸群是铜鼓
著名烈士。1925年12月，陈逸群和
其他4名共产党员在铜鼓成立了宜
春市首个党支部，一年后陈逸群任
铜鼓县委第一任书记。秋收起义部
队到达铜鼓后，陈逸群集合革命力
量，配合部队整肃反动势力，协助部
队开展活动。秋收起义部队离开铜
鼓后，陈逸群被敌人抓捕，1928年 4
月13日在南昌德胜门外英勇就义，
年仅23岁。陈逸群的父亲陈以谦、
弟弟陈章伦也因参加共产党，相继
被敌人杀害。

陈道荣告诉记者，他老两口和
二儿子、三儿子住的老屋是曾祖父
陈以谦所建，有 100 多年历史。老
宅正厅改造为陈逸群烈士陈列馆，
内有西向村7位烈士照片及生平事
迹介绍。家门口还有 5 棵桂花树，

是陈以谦所种。“烈士留下的东西，
我们一家人看得特别重。”陈道荣
说，“我们把烈士用过的一些东西集
中搁，每隔一段时间去擦擦灰尘。
1991 年，我家新建了一栋土坯房，
就把一些家具和烈士遗物搬了过
去，防止受潮。”在陈道荣大儿子住
的这幢土坯房楼上，记者看到有陈
以谦、陈逸群、陈章伦三位烈士遗留
的生活学习用品，有椅子、书桌、书
柜、茶桌、八仙桌、茶壶、砚盘等。

陈道荣夫妇一直务农，生活比
较困难。但村里人说，陈道荣一家
早有“翻身”的机会。20多年前，就
有古董收藏者看中了陈道荣家里烈
士用过的老家具。“来过数十个人，
有人愿出 5 万元买走所有旧家具，
陈道荣拒绝了，说多少钱也不卖。”
邻居黄德成说，那时的 5 万元可不
是小数目。10年前，还有苗木贩子
想买陈道荣家 5 棵桂花树，有人开
价25万元，他也没卖。

今年春节后，陈道荣的二儿子
陈同清因肾结石住院，住院费花了
2.8万元，陈同清的女儿在上大学，

因此今年欠了近 2 万元
债务。有古董贩子知
道后，找到陈道荣，希
望买旧家具，没想到
还是碰了一鼻子灰。

村民不理解，说
20年前，5万元能在县
城买两套房。八九年
前，25万元能在县城买两
套商品房，现在也能在集镇
买两套商品房。陈道荣是不是
犯傻？可陈道荣说：“把烈士遗物保
存下来，可以让更多人受教育。我
和 3 个儿子没什么文化，做不了什
么大事，只能把烈士遗物珍藏好，传
承下去。”

陈道荣夫妇与 3 个儿子、2 个
读大学的孙女沟通过，并约法三
章：把老屋维护好，任何时候都不
拆不卖，如果政府将其作为革命旧
址加以保护，无偿征用、租用都可
以；烈士使用过的家具等遗物放在
大儿子处统一管理，任何时候都不
分；5 棵大桂花树，任何时候都不
砍、不移、不卖。

本报讯 （记者赵影）9月初，湖
北的黄先生与亲友组团自驾来到
婺源篁岭，一览当地的“晒秋”盛
景。黄先生说：“辣椒、玉米、红薯、
南瓜……农作物与乡村美景融为一
体，让我感受到最自然的乡村秋
色。”处暑之后宜秋游，我省秀美的
自然风光吸引各地自驾游客。

记者了解到，灵活、自由、个性
化的自驾游在全域旅游、消费升级
的当下颇受青睐，完善的交通道路
网络也激发了游客的热情。2016
年，我省发布了 10条自驾精品游线
路，涵盖婺源、庐山西海、赣州、安福
等地，一些景区还对自驾游车主给
予一定的优惠。

随走随停，体验细节。据了解，
自驾游客以我省群众为主，另有来
自福建、湖南、上海、浙江、江苏、湖
北及安徽等地的游客，自驾游多为1
天至 3 天，人均花费 800 元左右，我
省庐山、婺源、三清山、南昌、景德镇

等地为最受欢迎的自驾目的地。
日前，据驴妈妈数据显示，婺源

上榜全国十五大热门组团自驾目的
地。自驾到婺源的外省游客超过省
内游客，赏花游、古镇游是最受欢迎
的主题。

“我省发展自驾游潜力巨大，
有优质旅游资源和完善的高速交
通网络。另外，湖北、安徽、浙江、
广东等地区域经济较发达，自驾出
游条件较成熟，是外省自驾客来赣
的利好因素。”业内人士表示，随着
省内各地音乐节、帐篷节、美食节
及民俗活动开展，更多亮点呈现在
自驾客面前。

春赏花、夏避暑、秋登山、冬
观鸟。

记 者 从 在 线 旅 行 机 构 了 解
到，除春节、清明、五一、端午等节
假日外，我省各地及景区因自身
特色，不同时段吸引不同需求的
自驾客。

据同程旅游大数据显示，婺源
的自驾高峰在 3 月、4 月油菜花开
时；庐山在 5 月至 8 月吸引游客避
暑纳凉；南昌在春、秋天较热门；
景德镇在 9 月、10 月陶瓷节举办期
间人气较旺；鄱阳湖在 11 月吸引
自驾客前去观鸟；三清山、井冈山
等地春夏秋冬景色各有千秋，常年
吸引自驾爱好者。

近年，我省大力推动“高速+旅
游”融合发展，将力争在 2020 年打
造 1个至 2个样板示范式自驾车旅
居车露营产业基地，打造3个至5个
主题性自驾车旅居车露营地，打造
30 个至 50 个服务区驿站式自驾车
旅居车营地，为自驾客提供“吃、住、
行、游、购、娱”一体服务。

业内人士表示：“自驾游发展不
仅利于当地旅游经济，开展采摘、登
山、深度体验等不同主题的线路也
有利于细分自驾市场，更好地挖掘
并提供个性化服务。”

2225个岗位组团
面向全国纳贤才

本报讯 （记者万仁辉、宋茜）9
月12日，记者获悉，为助力我省企事
业单位引进急需紧缺高端人才，近
期，省引才办将组织江西高层次人
才招聘团赴北京等多地参加招聘
会。招聘团主要由我省高校、科研
院所以及高新企业组成。

本次招聘活动“兵分两路”，企
业类单位组团参加“中国制造2025”
天津和北京专场招聘会，高校、科研
院所等单位组团参加“中研博硕英
才网全国巡回招聘会”上海、南京、
合肥、武汉四站博士专场招聘会。

数据显示，参加本次招聘会的
单位有 53 家，其中教育单位 23 家，
科研院所 4家，大型国有控股企业、
高新企业和上市公司26家。所有单
位提供各类高层次人才岗位 2225
个，其中引进博士以上高层次人才
岗位最多，达1534个，占总岗位需求
的70%左右；硕士岗位和本科毕业生
岗位分别为 361个和 330个，总占比
约 30%。本次提供的岗位专业涉及
新材料、新能源、热能工程、生物医
学、航空、通讯、金融、艺术、教育等。

参加本次招聘的相关单位均提
供了非常有竞争力的薪酬和待遇。
南昌大学此次为引进高层次人才提
供年薪 25 万元至 120 万元；江西师
范大学提供安家费 13万元至 100万
元，科研启动经费最高可达 200 万
元，最高年薪可达 120万元；华东交
大引进理工类高层次人才年薪可达
25万元至55万元，社科、管理类高层
次人才年薪达18万元至48万元等。

本报南昌讯（记
者余红举 通讯员万
亿）随着一阵热烈的
掌声，9 月 12 日 10 时，

一身旧军装，胸前佩戴
着各种勋章、奖章的龙云

儒、孙守太、朱学松 3位年过九
旬的老人走进南昌市青山湖区人武
部会议室。

龙云儒、孙守太、朱学松 3位老
人分别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抗美援朝战争，并立功受奖。12日，
受青山湖区人武部、宣传部、老干局
的邀请，3 位逾 90 岁的老兵与“90
后”新兵相聚一堂，让即将踏入绿色
军营的新兵感受传统教育。

92岁的龙云儒，在 16岁时便立
志报国，参加了江苏省如东县的抗
日游击队。他指着胸前的“独立功
勋荣誉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
级解放勋章”，讲述每枚勋章背后的

故事：“我的腿在 1948 年淮海战役
中负伤，如今一到阴天就痛。”

“抗战胜利前，有战友牺牲了，
他们没等到胜利时刻。”龙云儒说，
铭记历史，才会让大家更珍惜和平。

孙守太、朱学松也用朴实、生动
的语言回忆当年的战斗情景，感人
的事迹打动了在场的每名新兵。

钟阳春 1998年出生，是在读大
学生，“投笔从戎”的他说：“听了老
兵的故事，我深受鼓舞，到部队后，
我们一定要努力学习，尽快实现由
大学生向合格军人的转变。”

青山湖区人武部军事科科长彭
程说：“今年，青山湖区共征集新兵
377人，其中大学生 284人。新战士
接受革命传统教育，上好新兵入伍
前的第一课，就是不断激发新兵建
功军营的政治热情。”

11时 30分，老兵与新兵互敬军
礼，结束了这堂传统教育课。

铜鼓农民面对诱惑不动心 与子孙约法三章

代代相守 保护传承烈士遗物
九旬老兵说感人经历
“90后”新兵受教育

四季风景各不同 自驾来赣乐融融
庐山、婺源、三清山、南昌、景德镇为最受欢迎目的地

9月11日，在离南昌理工学院不远的金牛小区，该学
院的学生赵金凤搀扶着偏瘫的母亲在散步。

赵金凤来自河南省永城市条河乡鱼山村，父亲离世较
早，与母亲相依为命。2015年9月到南昌求学，赵金凤心
挂两头——一边是学业，一边是卧病在床的母亲。今年3
月她毅然带母亲来到南昌，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房，一边
照顾母亲一边继续求学，偶尔做兼职补贴家用。

赵金凤的情况引起南昌理工学院高度重视，该校师生
校友为其捐款近3万元。 本报记者 洪子波摄影报道

带
着
母
亲

上
大

学

日前，南昌市湾里区启动省店公路及蛟万公路路面改造工程。该项
目除对路面全部重铺外，还将安装公路弯道车辆监测预警、能见度监测、
道路结冰预警系统，力争打造为全省首条智慧旅游公路，预计10月底完
工。 本报记者 洪子波摄

打造智慧旅游公路打造智慧旅游公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