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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郑颖、陈璋）11月7日，与立
冬节气一并而至的还有下半年南昌遭遇的首
次重度污染天气。上午 10时，青山湖区空气
监测站点AQI指数达到最高值的 500，南昌市
AQI平均值为 307，空气质量达到严重污染标
准。南昌市环保局立刻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
会公布重度污染天气情况，发布橙色预警，启
动Ⅱ级响应，应对恶劣天气。

这次重度污染天气事发突然、来势汹汹。
6日白天南昌市的天气质量属于良好，当日18
时起，高新区、青山湖区部分城区烟气弥漫，空
气质量呈现恶化趋势，21时，烟气加剧向全市
蔓延，其中京东监测点（高新区）、省级监测点
（青山湖区）空气AQI指数分别为 288、227，达

到重度污染，且指数持续上升，晚上 10时，南
昌市全市的空气质量已经达到重度污染。

重污染天气发生后，相关部门和各相关县
区立刻派人员到现场实地察看，污染范围包括
永修、桑海、经开、蒋巷、南新、麻丘及青山湖区
一带。南昌市环保局污防处有关负责人介绍，
经过分析认为，造成重度污染天气的主要原因
是三个方面因素的叠加：大范围的秸秆和垃圾
焚烧、外来部分污染输入、本地污染源的排放。

为了控制天气的进一步污染，南昌市环保
局加强了对秸秆、垃圾户外焚烧的监管力度，
连夜派人到各地巡查秸秆和垃圾焚烧情况并
进行制止。7 日，又组成 4 个督查组，赴进贤
县、高新区、青山湖区、南昌县对秸秆和垃圾焚

烧情况进行督查，对查实的秸秆焚烧行为给予
严肃处罚。南昌市环保局也向广大群众呼吁：
为了大家共同居住的环境，拒绝秸秆焚烧。

此外，南昌市将加强对本地污染源的监管
力度，加大对污染企业的检查执法力度，保证脱
硫、脱硝、除尘及其他污染治理设施正常运行，污
染物达标排放，加大施工工地洒水降尘频次，加
强中心城区的土石方、平整土地、换土施工、建筑
拆除工程等建筑工地的监管，加强建筑垃圾及散
装物料密闭运输监管，加大道路洒水作业。

据监测，7日 14时开始，南昌市AQI已经
降至200以下，空气质量转为中度污染。至17
时，AQI继续降至122，空气质量属轻度污染级
别。

本报南昌讯 （记者陈璋）如何抵达赛
场？哪里存衣？哪里集结？日前，江铃驭
胜·2017南昌国际马拉松组委会发布了参
赛交通和集结指南，跑友可据此提前安排
好出行时间。

11月 12日当天，参赛选手凭号码簿可
以免费乘坐市内交通，地铁1、2号线将提前
至早上 5:00 开始运行。8:30 前，八一广场
站出入口封闭，列车过站不停车。

组委会提醒，全马选手可以乘坐地铁
在丁公路北地铁站下车（4号口出），沿丁公
路步行至广场东路（距离约1公里），且必须
在广场东路存包，然后通过全程安检口进
入集结区，不能从其他安检口入。

半马选手乘坐地铁在八一馆地铁站下
车（1、5号口出），沿象山南路步行至孺子路
（距离约 1.5公里），然后在孺子路存包，通
过半程安检口进入集结区，不能从其他安
检口入。

迷你马选手乘坐地铁在八一馆地铁站
下车（1、5号口出），沿象山南路步行至孺子
路（距离约1.5公里），通过孺子路安检口进
入集结区，不能从其他安检口入。

此外，组委会规定，存衣时间为早上
6:00 至 7:15。全马选手应在 15:00 前到指
定存衣点领取个人存放物品，半马选手在
12:00 前领取。超过领取时间可在比赛结
束 3 日内到组委会（洪都北大道 489 号八
一体育场迪欧咖啡旁）领取，逾期将按无
人领取处理。

比赛当天的检录时间为早上6:00-7:15。
其中，八一广场旁的广场东路路段，作为全马
起点功能区；八一大道、系马桩街之间的孺子
路路段作为半马起点功能区；八一大道、系马
桩街之间的孺子路路段作为迷你马起点功能
区。

需要注意的是，本次赛事组委会在半
马集结区前设置了检录地毯，半马选手须
严格按照规定在半程集结区进行集结。比
赛发令后，半马选手先通过集结区检录地
毯，再通过起点计时地毯的成绩方为有效，
否则成绩无效。

全马、半马选手在到达终点后，通过完
赛物资发放通道进入国体中心主体育场，
领取衣物后从国体中心7号门出，可在国体
中心地铁站乘坐地铁离开。迷你马选手在
到达终点后，可在滕王阁地铁站乘坐地铁
离开。

本报南昌讯（记者蔡颖辉）“祝你生日
快乐，祝你生日快乐……”11月7日中午，在
新建区联圩镇肖淇村颐养中心，老人们围坐
在一起，为张合民老人庆祝71岁生日。作为
南昌首个村级公益性养老院，肖淇村老年颐
养中心运行2年，入驻老人越来越多。

“我喜欢看采茶戏，这里好几个跟我一
样的老人也喜欢，我们坐一起看有说有笑，
可带劲了！”63岁的周国伶是村里的孤寡老
人，平常是弟弟一家照顾他。2015 年重阳
节，肖淇村老年颐养中心正式开业，周国伶
来到了颐养中心。两年来，吃住不愁，每天
有人到房间里来问寒问暖。更主要的是，
这里有伙伴在一起聊天、看电视，让老人感

到很贴心。现在老周每天都会刮胡子，人
显得精神多了。

在颐养中心，71岁的张合民成为老人
们公认的“炊事员”，每一天，他都会变着法
子让老人们吃上可口的饭菜。老人介绍
说，早饭主要是面食，晚上吃稀饭；中饭两
个荤菜、四个蔬菜。

联圩镇肖淇村紧靠赣江，60岁以上的
老人有 200 余人，留守老人有 20 余人。村
老年颐养中心建有三层，每层建筑面积200
余平方米，共有 18个床位。村党总支部书
记熊汗议说，农村老人故土情结深厚，为让
他们离家不离村、离村不离情、养老在家门
口，2015年初肖淇村就着手建设老年人“颐

养中心”，倡导相对年轻的老人照顾年长的
老人，身体好的老人照顾身体弱的老人，使
养老不再局限于单向输出式的服务，而逐
渐延伸为充满温情友爱的乡邻互助。

肖淇村老年颐养中心采用一人一间的
套间设计，这里的宿舍宽敞明亮，电视、衣
柜、凳子一应俱全，每个房间都有独立卫生
间，洗浴、洗漱、上厕所都能在自个房间里
解决，老人入住只需平摊少量菜金。2016
年春节过后，该中心由先前住进的9人增加
到 16 人、现在到 18 人，颐养中心的房间全
部住满了。“离家不离村，养老就在家门口，
这要放在过去，咱想都不敢想。你看，我们
大伙多开心呐！”周国伶乐呵呵地说。

近年来，赣州市章贡区将居家养老列为民生
改革重点，通过提供日间照料、全科医生签约、绿色
送餐等10余种养老服务，基本满足了当地老年人
医疗和养老相结合的服务需求。截至2017年10
月，章贡区已建成29个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日
均照料老人500余人次。

赣马发布参赛指南

地铁提前至5时运行

公益养老院 让留守老人离家不离村

居家养老乐享晚年

本报南昌讯 （记者万仁辉）近日，省教育
厅发布《关于组织实施“中小学名师培养计
划”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据悉，为打
造一支基础教育领军人才队伍，我省从今年
开始组织实施“中小学名师培养计划”，首期
计划遴选 280 名教师，委托江西师范大学进
行培养培训。

我省中小学名师培养对象为省内各级各
类中小学、幼儿园、师范学校、特殊教育学校、
教师进修学校、职业中学任教的在编在岗教师
（含坚持一线教学的副职校领导、坚持一线教
研指导的教研员）。

各学校推荐的培养人选需具备以下四

个条件：师德高尚，具有突出的教育教学和
教研水平；原则上应具备省中小学骨干教
师、学科带头人或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身
份或职称，特别优秀的可放宽到市级名师和
学科带头人；坚持教学、教研第一线工作，具
有 10年以上的教育教学工作经历，年龄不超
过 50 周岁；按规定参加继续教育，并完成规
定学时。

《通知》提出，到2020年，我省将培养1000
名左右师德境界高远、理论素养厚实、教学艺
术精湛、教学主张独特、在省内外有较大影响
的教学名师，为培育和产生赣派教育名家奠定
基础，打造江西省中小学名师品牌，带动中小

学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和专业水平不断提升，为
建设“富裕美丽幸福江西”提供有力的人才支
撑和智力保障。

今年全省首期名师培养计划遴选 280 名
教师，其中幼儿教育教师 40 名，语文教师 80
名，数学教师80名，英语教师80名。培养人选
采取自下而上，逐级遴选、等额推荐的方式产
生，委托江西师范大学进行培养培训。

在培养方式上，我省中小学名师培养遵循
教师专业发展和名师成长的规律，按照“整体
规划、个性指导、训用一体”的原则，通过集中
培训与岗位研修相结合、理论学习与实践锻炼
相结合、导师指导与自主学习相结合、省内培

养与省外研修相结合、线上交流与线下研讨相
结合、个人成长与示范辐射相结合等方式，对
名师培养人选进行个性化、针对性的培养。培
养周期为 2 年，累计集中研修时间不少于 50
天。具体培养方式包括双基地培养、双导师指
导、双岗位示范等三种。

值得一提的是，省教育厅设立“中小学名
师培养计划”专项经费（每人每年 2万元），用
于名师培养对象的集中学习培训等。名师培
养对象所在学校及其主管教育行政部门需提
供配套资金，支持其参加各种学习、研修和开
展相关活动。全省首期“中小学名师培养计
划”培训班计划于2017年12月开班。

我省城市黑臭水体半数完成整治
本报讯 （记者陈璋 通讯员王纪洪）近

日，省住建厅、环保厅对今年第三季度全省
城市黑臭水体整治情况进行通报。截至今
年三季度末，全省已排查出的 26 个黑臭水
体中，完成整治的13个，占50%，开工整治的
11个，占 42.3%；正在开展项目前期的 2个，
占 7.6%。其中，新余市、吉安市和赣州市的
黑臭水体整治工程完工比例为100%。

通报要求，今年年底前，全省地级以上
城市建成区实现河区无大面积漂浮物，河岸
无垃圾。南昌市建成区基本消除黑臭水体，
其他设区市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消除比例
平均达到60%。各地要以任务目标为导向，
抓紧建设进度，确保年底完成住建部、环保
部下达的任务。此外，各地要主动公布城市
黑臭水体整治进展，定期公布水体整治效
果，积极引导市民监督黑臭水体整治工作。

中国物流发展年会落地高安
本报北京讯（记者刘斐）11月6日，“第

七届中国城市物流发展年会”新闻发布会在
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据悉，本次物流发
展年会定于 2017年 12月 20至 22日在高安
召开。

近年来，高安市不断壮大产业规模，延
伸产业链条，提升发展层次，汽运产业已经
从单纯的货运汽车运输衍变成为集货运物
流、信息配载、汽车维修、车辆交易及车辆辅
助服务等为一体的综合产业体系，其产业规
模和影响已位列全国汽运产业“四强县市”
之首。据统计，今年1至9月，高安市营运货
车保有量达4.74万辆，登记吨位67.65万吨，
上缴税收4.84亿元，同比增长35.1%。

此次年会将聚集国内外汽车企业、物流
企业、行业精英等资源，为高安的汽运物流
产业搭建了互利共赢、共谋发展的平台，为
拓宽高安物流产业的合作发展渠道、建立形
成完善的物流生态系统，推动高安汽运物流
产业爆发式发展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南昌举办3D打印创意大赛
本报讯（记者赵影）日前，记者获悉，南

昌市中小学 3D 打印创意大赛暨 Cosplay 秀
决赛 11 月 4 日在南昌一中朝阳校区落幕。
此次大赛主要是为了鼓励该市中小学生运
用信息技术手段设计创作 3D打印作品，培
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团体奖作品《mission complete》的表演
单位南昌市第二十三中学指导老师漆俊告
诉记者，该作品展示的一柄 3D打印的长剑
以舞台剧的形式展开，讲述了一桩与秦王剑
失窃有关的悬案，上演了一场正义与邪恶的
对峙。“参与3D打印大赛能鼓励孩子们培养
兴趣爱好，激发创意思维，提高综合素养。”

南昌积极应对重度污染天气
启动Ⅱ级响应 雾霾原因：秸秆和垃圾焚烧、外来污染输入、本地污染源排放

今年开始实施“中小学名师培养计划”首期遴选280人

我省计划3年培养千名教学名师

军山湖大闸蟹蝉联“十大名蟹”
本报讯 （记者邹晓华）第四届“中国名

蟹”大赛暨首届“中国蟹王蟹后比赛”11月 3
至 5 日在江苏省兴化市举行。江西军山湖
清水大闸蟹销售有限公司选送的军山湖牌
清水大闸蟹，力克群雄，分别以 530.8 克和
332.6克的好成绩双双摘取蟹王蟹后桂冠，
并蝉联“中国十大名蟹”称号。

据了解，“中国名蟹”大赛被誉为河蟹行
业中的奥斯卡，每四年举办一次，是全国最
高级别的河蟹评比赛事。综合反映出参赛
单位河蟹养殖技术以及河蟹综合品质，是全
国业界公认的河蟹盛事。大赛旨在推动我
国河蟹产业发展，让广大消费者吃上生态绿
色的优质大闸蟹。今年的中国名蟹大赛有
来自江苏、江西、北京、上海、安徽、河南、山
东、湖南、湖北等十个省份的 64家规模养殖
企业参加角逐。军山湖清水大闸蟹作为江
西唯一的参赛品牌，以“大规格、高品质”征
服了评委，蝉联“中国十大名蟹”称号。

长期以来，进贤县坚持“大规格、高品
质、无公害、可持续”十二字方针，立足生态
资源优势，打造有机品牌，推动了河蟹产业
的发展。军山湖清水大闸蟹已成为该县农
业经济一大特色产业，成为享誉全国的特色
农产品名片。

◀◀志愿者陪老人唱拍手歌志愿者陪老人唱拍手歌。。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宋振平宋振平摄摄

▲▲老人在养老服务中心锻炼老人在养老服务中心锻炼。。

本报南昌讯（记者万仁辉）2018 年“国
考”将于11月8日18时结束网报，截至11月
7 日 15 时，涉赣岗位报名人数为 20038 人。
竞争比例最大岗位的为国家统计局江西调
查总队宜春调查队业务科科员一职，报录比
达464∶1。

据统计，截至 11 月 7 日 15 时，本次“国
考”涉赣岗位中，江西省国家税务局报名人数
最多，达 12466 人，占总报名人数的 62.2%。
此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全南监管
办事处、宜黄监管办事处（监管办事处主任科
员及以下）两个岗位暂无人报考。

另悉，考生可在 11 月 12 日 8 时后登录
考录专题网站查询报名序号。11月 17日 9
时至 22日 16时，考生可在所选考区考试机
构网站进行网上报名确认及缴费。

“国考”超2万人报考涉赣岗位

人工增雨“洗”雾霾
本报南昌讯（记者徐黎明）南昌出现重度

雾霾，气象部门没有闲着。11月7日下午，新建
区人影办通过发射4枚火箭弹人工增雨，通过
雨水洗刷霾粒子，以降低空气污染指数。

人影专家介绍，由于当时气象条件较差，原
计划发射12枚火箭弹的作业量因此缩减。今
后两日内，人影部门还会根据南昌天气和气象
条件，再次通过人工增雨作业来消减雾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