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8日，南昌第29届菊花评比展
在南昌市红谷滩行政广场开展，当日参
观的市民超过3万人次。据悉，此次菊
花展览以“菊韵洪城、美丽南昌”为主题，
围绕美丽南昌、生态南昌、幸福南昌，通
过菊展展示建设成果，体现南昌传统文
化，展览面积约2.5万平方米，展出100
万盆菊花。 本报记者 朱文标摄

菊花展开展了

DUSHI XINK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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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新闻

今年49岁的姚丽蓉是新干县一
名残障人士。襁褓中的她，因患小
儿麻痹症，失去了行走能力。但她
身残志坚，克服重重困难，20余年来
笔耕不辍，书写诗歌 400余首，支撑
残缺的身躯“站”成了大写的人生。

命途多舛
据介绍，在姚丽蓉 8个月大时，

她患上小儿麻痹症，双腿落下终身
残疾，夺去了行走的能力。姚丽蓉
清楚地记得，自己从小就是在地上
爬着长大的，一爬就是10年 。

随着年龄的增大，姚丽蓉身边
的小伙伴都陆续去学校了，唯有她
像小鸟一样关在家里。懂事的姚丽
蓉知道，家里条件有限，父母每天为

生活奔波，没有时间护送她上学。
要是能够“站”起来，就可以自

己走路去学校了。小丽蓉的心思，
被疼爱她的外公看在眼里。10岁那
年，外公送给她一对拐杖，并教她试
着走路。为了能够尽快拄着拐杖走
路，小丽蓉坚持一个人练习，不知道
摔了多少跤，终于可以自由“驾驭”
双拐，成功地让柔弱不堪的双脚

“站”了起来。
就这样，姚丽蓉风里去雨里来，

凭着坚韧的毅力，拄着双拐读完了
小学，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中
学。然而，中学路程遥远，拄着拐杖
上学已不可能，姚丽蓉含泪告别学
校。“不能去学校读，但我又太想读
书了，没办法只能靠自学。”姚丽蓉
苦笑着说。她托人借来初中的书
籍，刻苦钻研，硬是独自在家里学完

了初中全部课程。
姚丽蓉发现自己对语文特别感

兴趣，文学的种子在她心中破土发
芽。有一次，她在报纸上看到一位
教师的先进的事迹，萌发了向他请
教的念头。姚丽蓉立即写了一封情
真意切的信，希望得到他的帮助。
对方被她的真情深深打动了，很快
给她回信。在他的鼓励指导下，姚
丽蓉开始试着创作。

1986 年，姚丽蓉第一篇文章登
上了当年省级刊物《摇篮》报。虽然
这篇文章不足千字，但给了姚丽蓉
极大的鼓舞。从此，她就像一只折
翼的小鸟，以读书写作为“翅”，飞翔
在文学的天空。

梦想绽放
言为心声，诗可传情。姚丽蓉

在学习写作的过程中，逐渐发现，诗
是开启心灵最好的钥匙，是传递情
感最好的桥梁。她把自己的想法告
诉抚州东乡一位农民作家——叶金
书。叶金书非常支持她，并教给她
一些写诗的基本知识。姚丽蓉开始
试着学习写诗，并大胆向外投稿。

“一首首小诗，虽然浅显，但却像一
股股涓涓细流，简洁明了，清新自
然。”叶金书这样评价她的诗。

在姚丽蓉家里，记者看到，简陋
的房间里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她多年
来与文友、老师往来的书信。光是
装订成册的书信就有厚厚的两大
本。这些书信饱含着文友、老师无
私的指导、鼓励和关心，是姚丽蓉一
直以来笔耕不辍的动力。

姚丽蓉介绍，在众多的文友中，
70多岁的农民作家叶金书是她的文

友，更是她走上写诗道路的启蒙老
师。1996年，叶金书创办了“耕夫文
学会”，将许多有着文学梦想的普通
人集结在了一起。

《绿草》是新干县第一本由残障
人士出版的诗集，在新干文学界引
起震动。凭着自己的努力和优秀的
文学作品，姚丽蓉加入了新干县作
协和吉安市作协，2015 年成为中国
诗歌学会会员。

如今，姚丽蓉家庭生活十分幸
福。她的身体越来越好，儿子也长
大成人。儿子对母亲写诗十分支
持，不但为母亲外出写诗采风、创作
交流提供经费，而且全程跟随照料
母亲的生活起居。姚丽蓉现在可以
安心地投入创作。

目前，姚丽蓉已出版了第二本
诗集《拐杖的转角处》。

一年一度的“双 11”网购狂欢
节将于本周六再次启幕。在预售、
送券等电商平台的预热活动中，不
少“剁手党”在上月底就着手准备
将心仪商品放入购物车。

对于本土电商企业来说，“双
11”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近日，记
者采访获悉，经过几年“双 11”的

“洗礼”，在部分本土品牌电商企业
看来，价格战已过时。在“新零售”
时代，线上线下融合、以质取胜等

“玩法”已露出苗头。

新趋势：电商成新旧
动能加速转换指标

2015 年 11 月 11 日，我省企业
依托天猫、京东、苏宁、1号店等电
商平台拓展网络销售渠道，单日网
络零售额累计达到 14.73 亿元，销
售各类产品近 900万件，较 2014年
同期增长超 200%；2016 年 11 月 11
日，我省1700余家企业参加“双11”
网络促销活动，单日网络零售额突
破 20 亿元，同比增长约 40%，销售
各类省产品近1300万件……

近两年我省电商企业在“双
11”取得的明显进步，是近几年我
省电子商务产业迅猛发展的缩
影。来自省商务厅的统计数据显
示，2013年到 2016年，我省电商交
易额从 650 亿元跃升至 4361.2 亿
元，逐年跨越一个千亿台阶，增速
是同期我省GDP增速的 5.8倍，成
为新常态下凸显新经济高速增长
和新旧动能加速转换的典型指标。

据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

截至目前，全省电商经营主体超过
9 万家，应用型企业超 1 万家。其
中，年交易额在1000万元以上的网
络零售品牌企业超过 200家，平均
线上年交易额在 1200 万元左右。
今年“双 11”，单日网络零售额超
500万元的企业（平台）预计可超过
100家。

新气象：“淘宝村”应
对“双11”更从容

九江庐山市横塘镇红星村是
我省知名的“淘宝村”，主打童装羽
绒服销售。在这个400多户村民涉
足羽绒产业的村庄，羽绒企业基本
实现了“无商不电”，目前村内销售
羽绒产品的网店有 1121 家。2015
年和2016年“双11”期间，该村电商
成交额分别为 2.89 亿元和 3.08 亿
元。

对于红星村电商企业来说，今
年的“双11”成交额或继续增加，其
原因是红星羽绒电商创业园形成
的聚集效应十分明显。该创业园
共分两期建设，一期占地300亩，已
于 2015 年 12 月投入使用，目前进
驻的企业超过200家。

11月 7日 11时，记者抵达红星
羽绒电商创业园时，从事羽绒服销
售 24年的熊木森正忙着将一批网
络订单打包发货。对于他而言，接
下来的“双 11”是一个值得期待的
日子。他告诉记者，去年，其企业
线上销售额接近500万元，其中“双
11”期间的网络销售额达100万元，
约占全年销量的1/5。

“搬进创业园后，公司开启前
店后厂模式，羽绒服的设计、加工、

包装、销售、物流等环节均可在园
区内一站式完成。”熊木森告诉记
者，这样的电商生态圈形成以后，
企业不仅可以节省成本，在应对

“双11”时也将更加从容。

新思路：线上线下走
向融合

记者梳理前两年我省电商企
业“双11”数据报告发现，从电商类
目看，我省网络零售额排名靠前的
类目主要集中在服装鞋帽、家居用
品、食品药品等三大类。与此同
时，绿滋肴、煌上煌等本土传统品
牌加速电商转型，网络销售额增速
也十分明显。

据煌上煌电商部电商总监罗
乐介绍，2014 年下半年，煌上煌启
动线上销售，2015 年首次参加“双
11”活动。“2015年‘双11’全网交易
额为 440 万元，2016 年增至 800 万
元，今年的目标是与去年持平。”

谈及今年“双 11”线上不争取
增量的原因，罗乐表示，“新零售”
时代来临，“双11”促销活动已由以
往单一的线上渠道转变至线上线
下融合。“今年，我们主推线上下单
线下取货以及各门店同享‘双 11’
优惠，目的就是打通线上线下客
流，让线下销售也能享受‘双11’的
红利。”

罗乐坦言，线上线下走向融合
后，一方面可以为电商企业减少物
流成本，另一方面对企业线上和线
下产品的一致性也提出了要求。“以
前线上和线下的产品走的是差异化
路线，如今线上线下走向融合，产品
的同款同质就是基本前提。”

“中通在‘双11’期间加装了两套
双层自动分拣线，每小时能处理 2万
件，还添置 35台伸缩机。”“全省邮政
EMS采取临时租用和调整仓储的方
式，新增处理场地3万平方米。”11月
8日，省邮政公司、邮政速递、顺丰速
递、中通速递等十余家邮政快递企业
汇聚一堂，就“双 11”的管理制度、生
产科技创新、人员配备方式等问题拿
出各自的应对方案。

省邮政管理局提供的数据显
示，综合分析全年的发展形势、上游
业务放量和主要快递企业服务能
力，预计今年全省“双 11”期间收投
总量将突破 7300 万件，其中收寄量
将超过 2600 万件，投递量将超过
4700 万件。“双 11”期间单日最高处
理快件量将近 830万件，是日常处理
量的 3倍。

省邮政管理局公布，今年快递业
务旺季主要集中在“双 11”“双 12”电
商促销期间和圣诞节，以及 2018 年
元旦和春节（2 月 16 日）前夕，共计
107 天。其中，“双 11”期间（11 月 11
日至16日）将出现旺季峰值。

省邮政速递相关负责人表示，今
年“双 11”期间，我省邮政 EMS 进出
口量将达到800万件，是平时的8倍，
单日最高将达150万件。

江西中通快递负责人表示：今年

“双 11”，中通将在新场地运用新科
技，加装两套双层自动分拣线，每小
时能处理 2万件，整个硬件设施投资
达到 5000 万元左右。同时，依据电
商平台以及中通数据分析及网点产
品结构的不同调整运力。

顺丰速运负责人则重点强调了
企业应急预案：公司陆续制订了中转
设备故障、车辆交通事故处理、高峰
期其他临时突发事件应对、大客户应
对方案编制等应急预案近 40 个，并
对这些预案进行了演练以保障“双
11”运营工作开展。

省邮政管理局副局长周慧峰介
绍，截至 9 月份，全省快递业务量累
计完成 3.3亿件，同比增长 32%；业务
收入累计完成 35.22 亿元，同比增长
28.87%，是我省今年前三季度 GDP
增幅的３倍。江西的快递业务量占
全国比重较5年前增长了10倍，成为
我省增长最快的服务业之一。

数据显示，为应对旺季尤其是
“双11”期间的快递业务量暴增，今年
我省邮政快递业新增处理场地 19.37
万平方米，达到51.27万平方米；新增
自动分拣流水线 21条，达到 474条；
新增干线运输车辆 930辆、人员 6000
多人和 12台安检设备。同时租赁了
大量临时处理场地，招聘了大批临时
人员参与快件处理。

11月5日，婺源县紫阳镇齐村，贫困户
程发中收到县财政局帮扶干部送来的大容
量“扶贫粮仓”。婺源县近期已有800余户
农民收到政府免费赠送的“扶贫粮仓”，有效
地化解了粮食储存难题。

通讯员 张若愚摄

“扶贫粮仓”解民忧

我省企业承建纳米比亚公路项目
本报讯 （记者余红举 通讯员朱力纲）

11月7日，江西省煤田地质局普查综合大队
承建的纳米比亚MR44公路项目开始摊铺
沥青路面 1公里试验段，经检测所有指标均
符合规范要求。

MR44公路项目面层结构采用的是开
普封层，该工艺是将碎石封层施工和微表处
施工有机结合，在 19 毫米的碎石封层上面
撒布两层由石粉、水泥和沥青混合料组成的
稀浆封层面层。此次摊铺桩号为 K88+
000-K89+000，总长 1公里，宽 7.4米，经过 6
个小时紧张有序施工，摊铺作业顺利完成。
试验段的成功摊铺标志着可全面进入面层
施工阶段，12月底开通 15公里沥青路面公
路。

乐安发现野生鹅掌楸群落
本报讯（记者陈璋 通讯员曾文才）日

前，在乐安县老虎脑省级自然保护区综合科
学考察中，江西农业大学考察队发现野生鹅
掌楸群落。鹅掌楸在雩山山脉尚属首次发
现，乐安也成为这一珍贵树种在江西的新分
布点。

据该县野保站工作人员介绍，鹅掌楸是
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此前我省仅 4
个地方发现过鹅掌楸野生种群。此次发现
的鹅掌楸群落面积近50亩，有大树20余株，
幼树、幼苗有几百株，最大的植株胸径 45厘
米，树高18米。

老虎脑省级自然保护区位于该县金竹
畲族乡、谷岗乡，最高海拔 1300米。此次科
考还发现有国家一级保护植物伯乐树，国家
二级保护植物毛红椿、香果树、花榈木等珍
稀树种，这些树种在乐安均属首次发现。

永新蜜柚引来八方客
本报讯 （记者赵影 通讯员刘志宏）日

前，永新八团山上井冈蜜柚成熟，吸引不少
游客观光购买。游客们和挂满枝头的柚子
合影，摘下个蜜柚感受阵阵柚香，剖开个柚
子品味丝丝甘甜。

2013年，永新县高市乡创业人士文庆生
为帮助家乡村民脱贫致富，回乡投资 3000
多万元，在八团村的荒山野岭创办万亩井冈
蜜柚基地，釆用“基地+山地流转+贫困户”
的经营模式，吸引 63家贫困户和 11家山地
流转户入股，以挖大坑、堆农肥、选优苗等高
标准种植，带动了八团村闲散劳动力上山种
蜜柚挣钱。今年，万亩井冈蜜柚已有 3000
亩第一次挂果，预计摘果 5万公斤，入股贫
困户预计今年分红2000元。

男子深夜抢包 警民联手生擒
本报会昌讯 （记者邹晓华 通讯员萧

琼）“抢包了！有人抢包了！”11月 6日深夜
的会昌县城一小区内突然传来女子的呼救
声。此时，正好遇到下班回家的辅警谢芳华
和群众吴华顺，两人奋勇追赶抢包男子，并
将其生擒。

11月6日晚11时许，吴华顺和朋友在家
中喝茶，听见屋外传来呼救，他立即起身冲
出屋外，看见一名男子驾驶一辆摩托车从远
处而来往小区大门出口方向疾驰，后面一名
女子在追赶。吴华顺急忙追向那辆摩托车，
同时，刚下班回家的会昌县公安局特巡警大
队辅警谢芳华也一起追上去对男子形成合
围。见去路被堵，该男子驾驶摩托车慌乱中
撞上小区内的路边花圃，后又跳车继续逃
窜。当男子跑到一家诊所门口时，最终被追
上来的吴华顺和谢芳华按倒在地擒获。

经查，犯罪嫌疑人唐某曾因犯寻衅滋事
罪入狱服刑。目前，唐某已被刑事拘留。因患小儿麻痹失去行走能力 于都这位大妈身残志坚

20年写诗400首 她用双拐书写诗行

备战“双11”今年本土电商有新玩法
逾百家电商单日网络零售额有望超500万元

罗小群 本报记者 邹晓华

本报记者 万仁辉

我省快件单日最高处理量预计达830万件

11日至16日将迎来包裹高峰
本报记者 刘 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