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遗传承 手艺精细

11月 29日，记者来到了陈云飞租
住在新建城区的家。房屋面积大约60
平方米，其中一间被用来做陈云飞的
工作室，简易的工作台摆满了棕叶碎
片以及棕编作品。这些以不同品种棕
叶编织成的蚂蚱、螳螂、公鸡、孔雀等
动物，个个神态迥异，栩栩如生。其中

身长达60厘米的巨龙不仅编出了威武
霸气的神形，连龙爪细小的鳞片也用
棕叶丝编出来，令人叹为观止。

陈云飞向记者介绍，棕编是用棕
榈叶为原料来编织的传统手工艺，已
有 1700年的历史，其中南昌棕编以新
建区流湖镇为主。自古以来，流湖镇
民间一直有棕编习俗，他的爷爷在世
时就是当地民间有名的棕编手艺人。

销路不佳 收入微薄

对陈云飞来说，自然界的花鸟鱼
虫、飞禽走兽，他几乎都能用棕叶编织
出来。他虽是“民间工艺大师”，但却
面临作品难卖或贱卖的困惑。此外，
由于经济条件所限，他家中狭小的工
作室也难以收徒传授技艺。能拥有一
间大一点的工作室，成了他心中的期
盼。

为了生计，陈云飞曾在街头兜售
自己的棕编作品。一只栩栩如生的昆
虫，市场价格才 8至 10元，一天下来实
在赚不到什么钱。有时在文化馆的推
介下，他走进学校、社区传授棕编技
艺，每小时可挣200元课时费。但这些
收入也难以维持生计。养家重任基本
上落在从事电商客服工作的妻子肩
上，这令他很愧疚。

多措并举 倾力帮扶

对于陈云飞面临的困境，省插花
协会常务副会长、赣派禅意插花创始
人曾涛表示，以后如果有一些插花表
演、授课等活动，他会叫上陈云飞，为
其提供更多的舞台，让更多人了解、接
受南昌棕编的技艺。

共青团南昌市委宣传部长周振波
则表示，近期他打算去一趟陈云飞家
中，了解其棕编技艺及生活困难等情
况，争取发挥团组织作用，有针对性地
开展相关帮扶活动。

新建区文化馆馆长金小燕向记者
介绍，近期，该部门已出面帮陈云飞拿
下了 2万元棕编工艺品订单。区文化
部门已积极与区教育及残联等部门对
接，开展包括棕编在内的非遗手工
课。此外，根据区里的规划，近两年
内，面积达一万余平方米的区文化艺
术中心将投入使用，届时可视情况给

陈云飞设一间工作室，圆其收徒、授课
需要专业场地的心愿。

南昌市文化馆馆长李琦对记者
说，市文化部门一向重视陈云飞的成
长和发展。目前已在珠市小学落实开
设民间文化手工课，陈云飞可在该校
有偿授课。市文化馆还就全市非遗传
承人制订了中短期培训计划，将免费
送陈云飞等中青年非遗传承人进入高
校，接受专业学习。李琦还呼吁，非遗
传承工作任重而道远，需要社会各界
共同支持和参与，才能让古老的非遗
项目重新活起来。

11月30日，我省迎来新一轮寒潮
天气，多地冬雨潇潇，寒气逼人，而兴
国县埠头乡却温情满满。

“我们不是亲人胜似亲人，2000
余公里的路途不能阻隔血浓于水的
亲情……”61岁的山东淄博市退休干
部房宽明秉承父命，来到埠头乡龙砂
村，见到了父亲念念不忘的钟益明、
钟春明等钟效培烈士的亲人。双方
一见面，话语未尽，便泪眼盈盈，相拥
互道恩情，令在场的人深受感动。

房宽明的父亲房公训已89岁，是
第六届全国道德模范，为钟效培烈士
守墓73年。在房公训老人心里，他所
获得的全国道德模范殊荣应属于生
养钟效培烈士的家乡人民。房宽明
来到江西特意带上了父亲的奖章和
荣誉证书，专程叩谢烈士亲人及家乡
人民。

房宽明将父亲的奖章佩戴在钟
春明胸前，荣誉证书则送到钟益明手

中，钟家兄弟俩热泪盈眶。他们说，
“家乡的亲人连爷爷的面都未曾见

过，爷爷在山东牺牲前只有公训大伯
陪伴在身边，而且守护爷爷的墓地 73

年，替我们敬孝、祭扫，这份亲情，我
们钟家人世代不忘。公训大伯获全
国道德模范殊荣实至名归，也是我们
学习的楷模。”

房宽明向记者表示，父亲在钟效
培烈士的熏陶下，始终坚守共产党人
的“初心”本色，为人耿直、诚信，对子
女的要求也特别严。他的大家庭中
有10余名党员，钟效培等革命烈士的
精神是他全家的精神财富。

埠头乡乡长吴沣表示，埠头是钟
效培烈士的家乡，也是房公训老人全
家人及所有守护烈士墓的莱芜百姓
的家乡，埠头人民欢迎莱芜亲人到
访。埠头乡将大力宣传房公训全国
道德模范精神及感人故事，传承红色
基因，履职尽责，为百姓谋幸福。

房宽明此行得到了山东省江西
商会会长董奇和广州铁路局列车长
邓立新的支持。他们表示，钟效培烈
士的精神及房公训全国道德模范的
榜样是其精神“钙片”，通过此次“圆
愿”活动，进一步传承红色基因。

地处南昌县境内的“银三角”系
南昌市南大门，与莲塘、象湖形成了
三帆竞发的良好态势，其发展一直
备受关注。近日，数名市民反映，莲
塘、象湖的发展日新月异，各项配套
设施日趋完善，而唯独“银三角”的
发展有些滞后。以“银三角”市政景
观提升工程为例，该工程建设范围
扩大到“银三角”立交桥以北、迎宾
大道以西区域，同时增建休闲娱乐
设施项目。3年前该工程已经公示，
至今没有太大动静。

对此，南昌县林业局解释，银三
角立交市政景观工程项目分两期实
施，其中第一期范围为 105 国道以
西、紧邻恒大绿洲，已于2015年4月
开工，当年 12 月竣工；第二期范围
则为 105 国道以东，但该期工程由
于面临征收拆迁、用地调整等因素，
导致工程屡次停工。目前，该工程
正处于紧锣密鼓开工建设之中。

此外，早在 8月，南昌县规划局
就银三角发展问题曾明确表态，该
县将银三角定位为生态宜居片区，
目前该片区建有恒大绿洲、银河城
等一批较大规模的小区，之后又陆
续新建了美的城、万科城市花园等
楼盘，按照要求，各小区配备了相应
的幼儿园、商业等配套设施。在市
政景观方面，银三角立交市政广场
已完成设计，该项目以完善城市功
能、打造南昌县南大门的城市形象
为主，形成城市地标型景观，兼具休
闲游憩功能。未来几年，该县仍将
加大投入，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不断
提升银三角的城市品位，优化人居
环境。

（本报记者 童梦宁）

问题反馈

网友“学子”：我们是峡江中
学的学生，近期我校食堂装修完
工，但饭菜价格却悄然上涨，高出
装修前的近一倍。装修前，一餐 5
元基本可吃好，如今随便打 2 个
菜就得花 6 元 ，且 分 量 少 ，吃 不
饱 、吃 不 好 已 是 普 遍 现 象 。 我
们 已 多 次 向 学 校 反 映 ，但 无 任
何结果。

峡江中学回复：我校非常重

视学生反映的食堂涨价问题，已组
织人员对食堂的食品采购、菜品定
价等情况进行调查。结果显示，丰
泰裕、中快两家餐饮公司承包我校
食堂后，菜价确实比以往贵，平均每
份菜上涨了0.5元。对此，学校已提
出了整改措施，责成两家餐饮公司
在保证菜品质量的前提下，所有菜
价下调并恢复至以前标准。12月 1
日起，食堂所有菜价已恢复至以前
标准。

“银三角”市政景观何日竣工

（本报记者 童梦宁整理）

赣西商城旁垃圾桶成焚烧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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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食堂装修后涨价不合理

网友“诉求”：万载县赣西商
城是本县一处重要商业中心，设
在商城旁边的垃圾桶竟然成了垃
圾焚烧炉，经常可见桶内的垃圾
被焚烧，散出恶臭，令商户、顾客
及行人苦不堪言。当街焚烧垃圾
不仅对人体有害，更污染了环境，
影响城市形象，希望有关部门能
来管一管。

万载县城管局回复：网友所
反映的赣西商城旁边的垃圾桶系商
城垃圾中转站的垃圾桶，因桶内收

纳的垃圾带有火源，常出现被燃烧
的现象。我们对此多次采取措施加
强监管，虽取得一定成效，但仍未杜
绝桶内垃圾焚烧的现象。为此，我
们要进一步加强巡查力度及宣传教
育，呼吁周边居民及商户倒垃圾时，
不要将带有火源的废弃物，如未燃
尽的鞭炮等等倒入垃圾桶。对污染
环境的行为，社会各界应齐抓共管，
我们欢迎市民及时拨打热线电话
12319举报，我们一定会依法依规做
出处理。

群众反映：乐安县育泉幼儿
园楼下的南方、红狮两家水泥店
噪音扰民并造成环境污染。

乐安县委办公室回复：经
核查，靠近乐安县育泉幼儿园的
红狮水泥店和靠近乐安县第二
小学的南方水泥店，均办理了工
商审批手续。针对两家水泥店
装卸水泥因清扫和洒水不及时，
加之店门不密闭，刮风时会产生
一定扬尘的问题，县城管局已提

出整改要求：一是做好保洁防
尘。两店均已安排人员进行清
扫和洒水，保持地面干净和湿
度，防止扬尘。二是改造现有店
门。两店均答应安装密闭透明
的铝合金门，防止水泥外扬。
三是调整卸货时间。每周一到
周五不安排进货、卸货，统一安
排在周六和周日晚上进行。下
一步，乐安县城管局将继续做
好巡查监管，确保整改措施落
实到位。

水泥店噪音扰民何时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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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童梦宁

河东新区为何经常停水

群众反映：我是广昌县河东
新区的居民，为什么我们这片每
个月都有3至4天要停水？

广昌县委办公室回复：经
核查，你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
造成广昌县河东新区经常停水
的主要原因是：现在使用的供水
主管材料为公称压力 0.6MPa的
PE 管，低于现供水公司选用的
公称压力 1.25MPa 的 PE 管，且
河东新区均为回填土质，管道安

装后因土质不实，下沉系数不
一，造成Φ300 和Φ200 的 PE 主
管时有破裂，导致漏水。每次出
现漏水事件时，县供水公司第一
时间组织工作人员以最快速度
进行抢修，确保居民正常用水。
同时，为根治河东新区管道破
裂、漏水问题，广昌县正积极争
取河东新区管网改造上级资金
支持，待资金到位后，将对河东
新区供水主管进行整体改造，彻
底解决问题。

中国江西网记者 桂守强

近日，有不少鹰潭市民反映
称，“双十一”期间在网上购买的
商品通过“天天快递”寄送，没想
到快件送达鹰潭后却迟迟没有
快递员送件，有些还被送回南
昌。在此期间，焦急的市民多次
拨打鹰潭“天天快递”的客服电
话却无人接听。

网友“华恋松”是鹰潭一家
蛋糕店的工作人员，他在网上买
了一批储物箱通过“天天快递”
派送。通过跟踪快件信息查询
显示，11月 20日，快件到达了鹰
潭分公司，可是过了一周多的时
间却没有快递员派送。他拨打

“天天快递”鹰潭的客服电话发现
已经无人接听。他通过拨打“天
天快递”的全国客服电话后才知
道，鹰潭分公司目前正在调整，快
件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送件。

11月29日下午，记者来到鹰
潭“天天快递”分公司，发现已经
人去楼空，数十名业务员聚集在
公司门口。据业务员小崔介绍，

他们是当天早上发现公司的快
递被运走了，包括公司里的空
调、电脑等办公用品都一并被搬
走，他们也不清楚搬去了哪里。

小崔说，鹰潭“天天快递”的
负责人黄某和上一任负责人周
某存在经济纠纷，对方多次上门
闹事，导致公司经营不下去，并
且拖欠了员工数万元工资。今
年“双十一”期间，其他快递公司
的员工都很忙，而他们却在家休
息，积压的数千件快递也堆在仓
库里。因为发不出员工的工资，

“天天快递”从 11月 25日开始停
止送货。

当天下午，记者与鹰潭“天
天快递”负责人黄某取得了联
系，他表示，鹰潭“天天快递”已
经停业整顿，积压的快件已经运
回了南昌的总部处理。

对此，鹰潭邮政管理局行业
管理科科长姜叶青表示，鹰潭邮
政管理局已经在协调此事，并安
排其他快递公司帮助“天天快
递”送件，但由于“双十一”过后，
各家快递公司派件任务较多，运

送能力有限，截至 11月 29日，其
他快递公司已经帮“天天快递”
送件3000余件。目前，鹰潭邮政
管理局已与“天天快递”江西总
部的负责人取得了联系，责成其
妥善处理好快递派送问题，尽全
力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1月30日，“天天快递”江西
省公司经理熊春林赴鹰潭就滞
留快件做进一步的处置，鹰潭邮
政管理局对其进行了约谈，要求
企业切实落实服务质量主体责
任，及时处置滞留快件，将滞留
快件分类处理情况及数据尽快
发至鹰潭邮政管理局，以便后续
跟踪核查；企业需保持客服电话
畅通，积极开展快件查询（投诉）
处置工作。

12月 1日，运到南昌的鹰潭
月湖区滞留快件已处理完毕，相
关数据正在统计中。针对鹰潭

“天天快递”公司涉嫌暂停快递
业务经营活动未按规定报告及
违反快递服务标准的违法行为，
鹰潭市邮政管理局已经立案调
查。

棕编技艺虽精湛 销路不佳生活难

多措并举 让非遗传承人少些遗憾

数千件包裹无人送 数万元工资被拖欠
鹰潭“天天快递”停业整顿 邮政管理局将立案调查

本报记者 童梦宁

不忘初心 荣誉属于烈士家乡人
全国道德模范房公训之子赴兴国“省亲”

《我想再去江西 叩谢烈士家乡人》追踪

3年前，新建区流湖镇的
35岁农民陈云飞是一名装修
工人。3年后，他潜心研习、
创新棕编技艺，先后获评南昌
市唯一的流湖棕编非物质文
化遗产（简称非遗）传承人、第
二届民间工艺大师，有一代

“棕师”的美誉。不过，这些光
环未给他带来太多的经济收
入，家里的开销基本靠妻子商云
兰做电商客服的收入来维持。

不少非遗传承人迫于生
计不得不另谋出路，而年轻的
陈云飞尽管在夹缝中求生存，
仍选择了坚守。

12 月 4 日，婺源县某建筑工地上，俞松标在
向农民工介绍该县实施农民工工资实名制监管
的文件内容。俞松标是婺源县段莘乡槎口村党
支部书记，从 2000 年至今，他先后带着百余农民
工从事工程建设。每到年底，都会因为讨薪犯
难。今年 7 月，婺源县启动了农民工工资实名制
监管，将工资与工程款实行分账管理，项目施工
企业必须在所在地银行设立农民工工资预存专
用账户，推行工资银行代发制度，为农民工按时
足额支付工资，有效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

通讯员 张若愚摄

房宽明房宽明（（右右））将父亲获得的全国道德奖章佩戴在烈士亲人胸前将父亲获得的全国道德奖章佩戴在烈士亲人胸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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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飞展示其作品陈云飞展示其作品。。

让农民工不再“讨薪”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童梦宁童梦宁摄摄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童梦宁童梦宁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