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万年讯（记者余红举）11月7日，立冬，
万年县陈营镇社里村“乡土人才培训大课堂”被
挤得满满当当，这是陈营镇在上饶市率先培训
乡土人才的课堂，每月选择非农忙时节开讲。

当天上午，记者在现场看到，来学习的村民
很遵守课堂秩序，自觉把手机调到静音，认真记
着笔记。陈营镇党委委员蒋贞林告诉记者，陈
营镇是万年县城关镇，随着园区公园扩建，以及
土地流转的兴起，失地农民需要找“饭碗”，而种
养大户则需要找技术。从3月开始，镇里在所辖
的社里村专门开设了“乡土人才培训大课堂”，
争取13个村70%的农民“来上课、学技术”。

方进勇是社里村的第一书记，同时还是万
年县劳动就业局副局长。他告诉记者，以前也
有很多次培训，通过彩页、广播等宣传，农民积
极性不高。他分析说：“这主要是培训项目少，
只是针对工业园区，培训服装、电子信息产业的
职工。”这次，“乡土人才培训大课堂”每月一个
主题，目前已经培训了水稻高产技术培训，水产
养殖培训、家政服务等主题，既免费，又非常接
地气，贫困户每天还能获得30元补贴。

据了解，“乡土人才培训大课堂”每次培训3
天，创业指导培训则是10天，并有针对性来到田
间地头，解决培训人员的实际困难。

6月，江西万年县凤珠实业有限公司技术员
丁文军既当老师，又当学生。丁文军从中国海
洋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在凤珠实业工作了 10多
年，曾参与过国家珍珠标准的制定，可谓是业内
权威专家。珍珠产业是陈营镇主导产业，在乡
土人才培训中，他坐上了讲台，给乡里乡亲传道
授业。第二天，他又坐到了台下，当起了学生。
问他为什么，他笑着对记者说：“三人行，必有我
师。”

“请来的专家，都是行业的‘明星’，平时根本
见不着。”方先书是陈营镇石鼓村雷竹种植大
户，这次参加培训，笔记密密麻麻地记了 10 多
页，还请专家到他家现场指导，帮他解决难题。

看见培训效果不错，后期开讲时，村民们不
请自来。目前，“乡土人才培训大课堂”已经开
讲了7次，参加培训的人数已达三四百人。陈营
镇计划在一年内，根据培训对象适时设置相应
课程，让六成以上农民就地“洗脚上岸”。

万年有个
“乡土人才”大课堂

在“11·9”消防日来临之际，11月8日上午，
南昌市东湖区滕王阁保育院开展了消防安全演练
活动。随着警报声响起，演练按预案进行，各班幼
儿在教师的指挥下，按照指定的疏散路线，用湿毛
巾或衣服捂住口鼻，弯腰有序迅速撤离，亲身体验
了“火场逃生”。

本报记者 余红举摄

幼儿园上演“火场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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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南昌讯 （记者陈璋）11 月 12 日，
江铃驭胜·2017 南昌国际马拉松将在八一
广场鸣枪开跑。本届比赛将邀请多名英雄
的后代参与，并与奥运冠军王义夫一起发
出起跑令。此外，为当好东道主，南昌市政
工程人员还对中山路进行了美化，为赣马
营造良好的氛围。

突出红色主题
记者了解到，为纪念八一南昌起义暨建

军 90周年，此次赛事重点突出英雄城特色，
融入红色地标，充满红色元素。据悉，组委会
邀请了八一南昌起义领导人后代周尔均、朱

全华参与本届赣马，不仅可以让将帅后代见
证这座城市的发展巨变，也让广大跑友重温
历史故事，传承英雄城的红色基因。届时，周
尔均、朱全华将与国防大学教授乔良、奥运冠
军王义夫一起发出起跑令。

多条免费公交去国体
根据组委会安排，参赛选手从 9 日起可

以在南昌国体中心领取参赛包。参赛选手
可凭本人身份证原件、选手签字的报名确
认函领取参赛物品。如需代领，要凭选手
本人签字的《报名确认函》、代领委托授权
书、选手及代领人身份证复印件领取参赛

物品。
从火车站出发的参赛选手可以在火车站

东广场凭身份证及纸质或电子版报名确认函
免费搭乘公交高铁定制1线至南昌国体中心；
从南昌西站出发的跑友可以自费搭乘地铁 2
号线至南昌国体中心站，在1、2号口出，再从6
号或7号门进入南昌国体中心；从机场出发的
选手可以凭身份证及纸质或电子版报名确认
函免费乘坐机场巴士3线至南昌西站，后自费
搭乘地铁2号线至南昌国体中心站。

中山路打造样板街
为了展现“美丽南昌”的城市形象，近日，

南昌市城管委市政工程管理处把中山路打造
成“城市家具”设置样板街区，对该路进行了

“城市家具”综合整治。
此次整治中，工程人员用植入“天下英雄

城”字样和滕王阁造型的新式护栏更换现有
护栏，并在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施划彩色
通行线。同时，工程人员还设置了特色路名
牌，统一规范垃圾桶，并增加少量的椅子、小
型城市雕塑和花箱。

目 前 ，整 治 工 作 已 经 基 本 完 成 。 中
山 路 样 板 街 区 的 整 体 形 象 将 在 11 月 10
日前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广大市民和跑
友面前。

本报南昌讯 （记者蔡颖辉）随着气温渐
渐变凉，从北方迁徙而来的候鸟陆续回到美
丽的鄱阳湖畔越冬。位于南昌市区周边的国
家级南矶湿地保护区因其地理位置独特，生
态环境美丽，每年都吸引了大量候鸟来此。
而位于保护区的南矶乡村民，也尝到了保护
生态环境带来的回报，在家门口就收获了生
态红利。

南矶乡地处鄱阳湖中央，由南山和矶山
两座小岛组成。过去由于偏远，岛上基础设
施落后，环境脏乱差，想留游客都留不住。如
今，岛上的基础设施得到不断完善，农村环境
百日攻坚取得阶段性成果，特别是岛上掀起
的“旱厕革命”，让乡容乡貌焕然一新。

“在岛上住着不仅舒服，还能在家经营渔
家乐。现在我们一家人都转型经营渔家乐，
与到外打工或捕鱼相比，既绿色生态又省心
省力。”说起岛上的“绿色”转变，渔民陈海波

很是感慨。现在一到旺季节假日，前来南矶
观鸟赏荻的车队在湖底公路上排成长龙。

守住湖滩湿地，留住候鸟生灵。在南矶
乡，这里的干部和群众越来越认识到湖滩湿
地、候鸟生灵就是金山银山。进入深秋以来，
南山岛湖畔大酒店老板万长钟就没有闲的时
间，特别是每年举办的旅游文化节，都让他和
岛上的农家乐赚了个盆满钵满。

进入国庆节以来，新建区南矶乡红卫村
的熊小凤也没有停过，她开的驴友农家乐每
个周末接团都在 300 人以上。对她来说，南
矶的自然生态风光就是财富。

“我主要是从网上接旅行团的，你看这电
话就没断过。”由于用上了互联网，这几年熊
小凤家的顾客不再局限于南昌市内，抚州、新
余、萍乡，还有湖北的旅行团都上她家吃渔家
菜。熊小凤的爱人先前在南昌市内开货车，
南矶特色之乡打造让他看到了家乡发展的前

景，所以毅然而然回乡创业。
刚刚做农家乐时，客源成了一大难题。

由于邱家村离向阳街较远，每逢周末，熊小凤
都要和几个合伙人到向阳街寻找客源。可不
管怎么努力，每周就只有三四桌游客，毛收入
不到 1000元。眼看生意要亏本，熊小凤急得
团团转，正在这时，一名老顾客建议熊小凤在
网上加入驴友领队群，把南矶乡的风光和南矶
特色菜谱发到网上，由网友直接下订单，她不
出门就可以联系业务，省去了找客源的烦恼。

走进熊小凤的驴友农家乐，只见有 5 个
餐厅，有的餐厅摆了 2张饭桌，有的摆了 3张
饭桌，一次可接待 200多人，一周纯利润也由
先前的不到 1000元，到现在旅游旺季每周至
少有6000元。

吃渔家饭、品鄱湖鱼、赏候鸟奇观，如今
走在向阳街和红卫村，满是农家乐。在红卫
村入口处，村民万全明３个新做的蒙古包格

外显眼。万全明先前主要是帮人管管湖打零
工，现在看到乡村旅游这样红火，也做起了农
家乐生意。“连着两个双休日，我家都是爆满
的，这更增添了我从事农家乐的信心。”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生态文明建设功
在当代、利在千秋，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
文明观，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
建设新格局。十九大报告更加坚定了我们南
矶人护岛、爱岛的热情，更加坚定了南矶人在
湖滩湿地之间赚生态钱的信心和决心。”南矶
乡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为了方便游客观鸟，
南矶乡还联合南矶湿地自然保护区，在南山
和矶山交叉路口建立了观鸟台，伴随打钟山
便道、观鸟塔、南矶湿地访客中心、观鸟栈
道、停车场等旅游基础设施的新建，南矶渔
民在家门口真正吃上了“绿色饭”“旅游饭”，
从守住湖滩湿地、保护候鸟生灵中收获生态
红利。

新建区人民医院和南昌大学
三附院结成医联体

本报南昌讯 （记者蔡颖辉）为深化公立医院
综合改革，优化医疗资源配置，11月 7日，新建区
人民医院与南昌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组建成立了医
疗联合体。

新建区人民医院和南昌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经
过共同协商，双方自愿组建成立医疗联合体。南
昌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将选派6名专家进驻新建区
人民医院，打造覆盖全区的心内科胸痛中心、神经
内科脑卒中中心、泌尿外科微创手术中心、眼耳鼻
喉诊疗中心、妇产科产后康复中心、急诊急救创伤
中心等六大诊疗中心。同时建立转诊、会诊的绿
色通道，逐步实现基层首诊、分级诊疗、急慢分治、
双向转诊的诊疗模式，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得到
上级专家的诊疗。

在南昌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的支持下，新建区
人民医院将在医、教、研等方面得到发展，专科服
务能力加强、管理水平提升，各项业务技术指标符
合医改的目标和要求，３年后达到三乙医院标准
建设。

九江拍摄志愿警察微电影
本报讯（记者赵影）日前，记者获悉，《志警出

击》微电影于近日在九江市浔阳区分局特巡警大
队训练场拍摄。该片讲述了一段九江志愿者警察
参与打击传销组织的故事，以及普通群众如何利
用业余时间在民警的带领下义务执行警务，着制
服并协助警察维护社会和谐。

据了解，“浔城志愿警察”公益活动今年 4月
启动以来，参与人数达到800余人，累计公益活动
服务时长达到 8500多个小时。帮助群众找到走
失小孩、调解行人纠纷、救助发病的老人、安全教
育宣讲等，志警们每周参与至少一次巡逻执勤任
务。截至 11月 6日，浔城志警参与巡逻 46次，出
动警力960余人次，并协助公安处理警情、排查安
全隐患。

遇小车起火 公交安全员伸援手
本报南昌讯（记者蔡颖辉）小车起火，一名路

过的南昌公交运输集团公交安全员伸出援手，借
助公交车上的灭火器成功灭火。

11月7日19时10分左右，南昌公交运输集团
六公司六车队安全员戴寅松下班后，途经原龙王
庙立交的红绿灯路口时，看见一辆白色的小轿车
前机盖冒出浓浓的白烟。身为安全员的戴寅松凭
着职业的敏感，立即停下车上前了解情况。他看
到女司机和儿子吓得不知所措，停下车来大声呼
喊求救。戴寅松迅速寻找灭火器，他冲上旁边等
红绿灯的一辆公交车，跟司机沟通后，拿起车上的
灭火器迅速跑向小车，在距离燃烧处四五米的位
置，提起灭火器，喷出干粉，火势很快被控制。整
个过程大约持续了5至6分钟。

随后，戴寅松悄悄离开了。直到11月８日有
媒体前来车队询问灭火一事，公交运输集团的相
关人员才得知此事。

戴寅松说，当时看到情况比较危急，我们集团
经常开展消防安全演练活动，我又是安全员，遇到
这样的事情有经验。我只是做了一件普通的事
情，没想到会被记者采访。

本报讯（记者蔡颖辉）11月8
日，南昌市东湖区彭家桥街道综
合执法队组织人员对铁路沿线违
章搭建进行整治，拆除一处悬挂
在铁路线上20年的违建阁楼。

这个阁楼地处文教路西侧的
留盔路18号，高5米，距铁路仅1.2

米，悬挂在铁路上方已 20 多年。
当年，户主将外楼墙面改成了一个
阳台，并且在阳台上搭设铁皮棚。
经过风吹雨打，外楼墙面经常有铁
锈掉下来，严重影响了铁路线和社
区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根据“美丽南昌·幸福家园”

总体要求，全面拆除铁路沿线的
违法建筑。执法队员连续 7天赴
现场做当事人的工作。在当地村
干部的积极配合下，11月 8日，综
合执法队组织人员用氧焊切割机
等专业拆除工具，将外楼墙面的
阳台全部拆除。

严重影响铁路线和居民的安全

违建了20余年的“空中楼阁”被拆

本报记者 蔡颖辉摄

南昌举办铁军魂书画作品展
本报讯（记者赵影）11月7日，由省新四军研

究会、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主办，省新四军
研究会文化艺术中心、江西铁军书画院承办的《中
国梦·铁军魂书画作品展》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
陈列馆举行，本次展览共征集到 300余幅艺术作
品，大多以描绘新四军光辉历史和岁月为主题，创
作形式多样，主要包括国画、书法、油画、陶瓷等。

据了解，江西铁军书画院在今年7月1日成立
当日，即主办了一次大型的“中国梦铁军魂”书画
笔会创作交流活动，为书画展征集作品，之后不断
征集主题突出的相关作品。此次展览分四个部
分：峥嵘岁月稠、热血红土地、中华有正气、战地黄
花香。展览将持续至月底，市民可前往参观。

观鸟赏景引来大量游客 美好风景变成金山银山

南矶湿地保护区收获生态红利

今年赣马突出红色主题
中山路焕然一新迎跑友

11月5日，丰城市张巷镇的农民正在采摘橘
子。该镇引进投资者开发150亩荒山种植美国橘
柚、南丰蜜橘、沙田柚等特色果树，为当地贫困户
精准扶贫提供了一条致富路。

通讯员 邹 明摄

桐木人大代表为贫困户办实事
本报上栗讯 （通讯员黎汝福、金培洪）“谢谢

你们一直记着我……”日前，上栗县桐木镇贫困户
赵清华握着人大代表彭波的手激动地说着。连日
来，桐木镇部分人大代表深入村组，来到贫困户家
中走访慰问，开展“代表精准帮扶贫困户”结对帮
扶活动。

在精准扶贫工作中，该镇为全镇贫困家庭建
立帮扶责任人、信息档案、帮扶方案等，实施“一户
一策”精准帮扶。镇人大还建立了“帮扶联系
卡”。截至目前，该镇共有百余名人大代表与百余
户贫困户结对帮扶，为贫困户解决实际问题 258
件，提供就业机会65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