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12日，南昌市徐坊客运站
附近，乘客们拎着行李箱从过街天
桥乘电梯而下，准备去车站乘车。

去年12月份，南昌市BRT（快
速公交）1 号线 4 座天桥建成后投
入使用。令人奇怪的是，天桥的电
梯建成后却成了摆设，从来没有使
用过。在记者的调查关注下，昨日
4座天桥的电梯全部开启。

天桥电梯建成未启用
近日，一位南昌市民向本报反

映，青云谱区井冈山大道徐坊客运
站门口的人行天桥电梯从来没有
运行过。

“天桥建成后，市民过马路方便

了。但是，天桥上的自动手扶电梯
却一直没有开启使用过，天桥上和
电梯内到处都是垃圾，无人打扫。”
这位市民表示，人行电梯建成了却
不用，实在太浪费资源。

记者了解到，南昌市快速公交
BRT1号线工程项目部分别在徐坊
客运站、欧亚达、三店小学，解放军
九四医院建设了4座天桥，这些天桥
均带有自动扶梯的电梯。

2月 11日，记者来到了位于井
冈山大道上的徐坊客运门口的人
行天桥，发现天桥的过道上有垃圾
和纸屑，两部手扶电梯均没有启
用，不时有乘客，手里拎着行李箱
从楼梯上吃力行走。

随后，记者来到解放军九四医
院、欧亚达、三店小学附近的天桥，

发现这些天桥的电梯均没有启用。

施工方未向相关部
门移交

记者联系上负责天桥施工的
南昌市快速公交 BRT1 号线工程
项目部副经理王强。王强告诉记
者：“电梯安装好后，本来应该向南
昌市政工程管理处进行移交。但
是对方没有工作人员拥有运行管
理电梯的资质，所以 4座天桥的电
梯一直没有运行，也无法移交。目
前，南昌市政工程管理处正在派人
进行培训，等对方工作人员取得了
电梯运行管理资质，再移交。”

王强告诉记者，为了方便市民
出行，他们将安排拥有电梯运行管
理资质的工作人员去管护电梯。

“从 2 月 12 日起，每天早上 8 点到
晚上 7 点，4 座电梯开启运行。”王
强承诺。

2月12日9时，记者发现，天桥
电梯已全部启用。正当记者准备
离开时，又接到报料称：徐坊客运
站的电梯又“停用”了。记者再次
赶到徐坊客运站，发现之前运行的
电梯已经停止。随后，项目部负责
电梯运行管护的周师傅赶到现场
将电梯重新开启。

周师傅介绍，之前 4部电梯是
全部开启了，有些市民擅自将电梯
的停止键按住了，导致电梯停止运
行。“因为 4 座天桥的电梯都在户
外，看管难度大。呼吁市民朋友不
要去按电梯的停止键，保护好公共
财产。”周师傅如是说。

明明4座天桥有电梯 为何迟迟不启用？
南昌BRT承建方解释：相关部门人员无管理资质，故无法移交
本报介入后电梯已全部开启，管理人员呼吁市民勿乱按停电梯

本报记者 邹晓华文/图

“山东 4910，下降到 3900 米保
持。”

“海南 7063，沿标准离场，上升
到1800米。”

2月 9日下午 1时许，江西空管
分局管制大厅十分繁忙，20多名空
管员紧盯桌前雷达屏幕，不断对起
降 、途 径 江 西 上 空 的 航 班 报 出
指令。

江西空中繁忙
春运每日航班千余架次

“就像地面交通需要交警指挥
引导一样，我们的工作就是保障江
西空中航路安全、通畅，指挥江西
上空的航班有序飞行。”中国民用
航空华东地区空中交通管理局江
西分局管制运行部主任蔡松柏表
示，“不同的是，空中航路没有明显
路线标识，没有红绿灯，从飞机点
火起飞开始，到滑行降落，都需要
空管员系列指令引导。”

记者在现场看到，空管员们各
司其职、独立作业，紧盯自己屏幕
上的航班轨迹。据介绍，按空间和
高度，塔台管制员负责昌北机场跑
道及 600 米以下区域航班，进近管
制员负责600米至6300米区域的航
班，区域管制员则负责 6300 米至
7800米垂直范围的航班。

春运以来，南昌昌北国际机场
进出港航班平均每日达 350 架次，
另外，每天有 700 多架航班途径江
西上空，航班总量逾千架次。2月9
日，该机场进出港航班385架次，区
域飞越航班 1219 架次，创历史新
高。“安全始终是第一位的。春运
航班同比去年增加 100 多架次，对
我们来说，保障压力巨大。”春运值
班的进近管制室主任彭光忠用略
显沙哑的声音说道，“春运每天开
启24小时值班，一般大家都要工作
到凌晨 2 点以后，通宵保障成为一
种新的工作常态。”

航班航线加密增多
民航空管中枢作用凸显

随着昌北机场晋级千万级枢
纽机场，航班航线不断频繁加密，
截至目前，该机场开通定期通航城
市 67个，同比去年增加 16个，累计
开通定期航线 116条，同比增加 39
条。与此同时，上饶、赣州、宜春等
省内支线机场也在不断优化空中
网络结构，扩充航空版图。

航班航线加密为民众乘机出行
带来便利，但同时快速升高的航班量
对于空管保障来说却是压力山大。

“航班增多让管制员工作压力增大，
我们急需新的人手，现在进近部有5
个见习管制员，5个老员工负责一对
一的教导他们，但一般要2到3年新

人才能独立工作。”彭光忠表示，因为
工作要求精神高度集中，管制员值班
2小时，必须休息2小时，上2天班，休
息2天，48小时在单位待岗。

如果说每日的航班量是“可见
的难度”，一些突发情况则成为管
制员“意外的考验。”

1月 22日，武汉机场因大雾关
闭。飞往武汉机场的航班请求到
昌北机场备降。“那天，昌北备降了
18个飞机，来回就是36架次。”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多增的36架次并非
简单的数字增加，对于空中交通来
说，带来的是几何式的复杂增长。

管制部门就像神经中枢系统，要及
时重新规划空中交通线路，才能保
障航班安全运行、保障旅客正点出
发、到达目的地。

优化空域资源
释放航空发展红利

“看，进入江西区域上空的航
班是一个淡绿色的小点，上面有航
班编号、飞行高度、目的地、速度等
参数。我们力争用最简短的语句
发出最清晰的指令。”管制运行部
副主任何香梅表示，一支话筒一支

笔面对一个雷达屏幕，就是一个管
制员日常工作的全部。“挺枯燥的，
有时一天下来，不停说话说得口干
舌燥也不敢大口喝水，就怕影响到
与机组和机场的及时沟通。”

记者在采访中印象最深的就
是管制员对于时间的精准把控。

“如果一辆小汽车以每小时 100 公
里的速度行驶，1 秒大约行驶距离
为 28 米。而一架飞机在空中一分
钟大约飞行 15公里，也就是 1秒大
约250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地
面交通事故可以绕路或慢慢疏导，
而空中交通危险将直接影响多个
航班甚至多个方向，为了最大限度
保障航班安全，我们调配时间都是
以秒为计算单位。”

在72米高的塔台管制室，昌北
机场一架架飞机在管制员面前排
队起飞。两年前，昌北机场日均只
有 170 架次航班，整个江西空域过
往 780 架次，到现在每天起降架次
保持在 300 架次以上，增长率接近
70%，江西空域每天过往 1000架次
以上，增长率接近 20%。不断优化
的空域结构正容纳更多的飞行流
量，也正在不断释放民航发展红
利，民航业对我省地方经济的拉动
作用愈加明显，投资环境与经济结
构得以不断优化改善，而江西空管
部门像民航神经中枢系统一样保
障江西区域航班航线越飞越多、越
飞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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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郑颖）2月12日，
记者获悉，我省不断加大生态补偿
力度，新增东江流域跨省生态补偿

资金 3 亿元，去年全省流域生态补
偿资金总量达 26.9亿元，比上一年
增加 6 亿元；不断扩大天然林补偿

范围，下达天然林停伐管护资金
6.65亿元，补偿面积达2290.5万亩。

去年以来，我省坚持山水林田
湖草生命共同体理念，集中力量推
进一批重大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
实施山水林田湖草综合修复工程，
启动赣州国家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
护修复试点，28 个项目全面开工；
实施15条生态清洁型小流域建设；
推动重点生态功能区、江河源头地

区水土流失治理，治理面积 840 平
方公里；实施森林质量提升工程，新
增造林 142.1万亩，封山育林 100万
亩，退化林修复160万亩，森林抚育
560 万亩；推动南岭山脉低产低效
林改造，建设20个省级森林经营样
板基地；全省自然保护区、森林公
园、湿地公园总面积达到 2551 万
亩，占国土面积的 10.2%；实施耕地
保护和修复工程，新建高标准农田

290 万亩，建立耕地质量评价和等
级监测制度，启动耕地休养生息试
点、建设占用耕地耕作层剥离和再
利用试点，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详查；
实施矿山环境恢复治理工程，在矿
产资源开发活动集中的区域执行重
点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开展重点
矿山恢复整治，新增矿山复绿面积
20 平方公里，启动赣州、德兴绿色
矿业发展示范区建设。

去年流域生态补偿资金达26.9亿元

我省推进一批重大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

■ 责任编辑 彭 平 朱 华 美术编辑 刘济海

不接红包不打爆竹
临川一位老人过“绿色大寿”

本报临川讯 （记者邹晓华 通讯员章晋辉）
“老爷子，这是我们几个一起买来的鲜花送给你，
祝你健康长寿，日子越过越好。”2月11日，是抚州
市临川区崇岗镇冯家村村民冯茂生 80 岁生日。
村民们为了表示对老人的祝福，没有包红包，而
是相约购买了鲜花。

在退休之前，冯茂生是一名党员干部，长期
在乡镇上班。他一直倡导农村红白喜事不要铺
张浪费，一切从简。自开展农村移风易俗以来，
冯茂生就当上了村里的义务宣讲员。

“老爷子，这都要谢谢您，是您身体力行，带
头刹住这攀比风，让我们减轻了不少负担。”村民
冯和民说。

“是啊，以前一年下来，村里光随礼就要四五十
次，花费要1万多元。”没等冯和民说完，村里的陈大
嫂就接过话茬。陈大嫂身体不太好，干不了重活。
她一年收入本来就不多，村里的红白喜事，让她颇感
头痛。现在好了，不要再担心随礼的事情。

冯茂生不仅不要村民送红包，而且叫子女和
亲友也不用送红包、不用打烟花爆竹。他觉得，
燃放烟花爆竹，污染空气，噪音又大，还存在安全
隐患。“现在市区都在禁止燃放，我们农村也要积
极响应。”冯茂生打算从80大寿开始，做农村禁止
燃放烟花爆竹的先行者。

为了让冯茂生的生日过得更有意义，子女们
都同意了老人的请求。他们从市区请来专业的
摄影师，为老人拍照留念，为全家拍全家福。随
着快门响起，冯茂生和全家人的笑容定格在灿烂
的阳光下。

地质灾害隐患点变“风景点”
本报新余讯 （记者余红举 通讯员郭义民）

日前，新余市公路局完成了对国道 220线分宜段
岭下、桐木等地 24 处地灾隐患实施专项治理工
程，采用浆砌片石和钢筋混凝土护坡墙、护脚挡
墙、喷坡防护、刚性格栅和格栅围护网等多种工
艺实施地质灾害防治，将隐患点变成“风景点”。

该局在国道 220线分宜段整治工程中，结合
省级示范路建设，对 4 面 480 米长护坡墙进行再
设计，以分宜的山水文化、红色文化、天工文化、
耕读文化、古村文化、民俗文化为灵魂，打造出特
色公路文化长廊，以美丽公路为骨架，以人车休
憩园区等人性设施为要素，把单调的挡土墙华丽
变身为文化墙，增加公路内涵，地灾工程成为一
道道美丽的风景线。

本报记者 赵 影文/图

繁忙的春运来了“神秘”的机场空管员们是怎么工作的？

“空中交警”每天指挥千余架次飞机

塔台管制员在紧张地工作塔台管制员在紧张地工作。。

6所高校在我省招生210人
本报讯 （记者万仁辉 实习生刘畅）2 月 12

日，记者从省教育考试院获悉，中国民用航空飞
行学院、中国民航大学、上海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上海东海职业技术学
院、辽宁轻工职业学院等 6 所高校决定在我省
2018年普通高考中招收空中乘务、民航空中安全
保卫专业高职（专科）考生，招生计划共210名。

按照报名办法，已取得2018年普通高考报名
资格并符合相关院校报名要求的考生均可报名。
考生报名前，需认真阅读相应高校招生简章。对
不接受现场报名的院校，考生需提前登录招生学
校网站，在指定报名页面进行预报名和缴费。

此外，根据相关院校 2018年招生简章规定，
报考空中乘务、民航空中安全保卫专业的考生，
均须取得有关院校空中乘务、民航空中安全保卫
专业加试（面试、体检测试等）合格证。录取将根
据合格考生填报的顺序志愿，按高考文化成绩从
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2月 12日，在南昌县莲塘镇王
家社区居民中心，如果不是社区工
作人员一再提醒，记者还误以为是
咖啡厅，这里有总服务台、影吧、共
享按摩椅……王家社区主任郑爱
华说：“居民可以在这里休闲，还有
人专门教古筝、书法和画画。”

据了解，南昌县成为我省首个
也是唯一一个进入全国文明城市
行列的县级城市，如何让居民享受
到文明成果，南昌县的城关镇——
莲塘镇通过建设居民中心，丰富居
民业余生活。

莲塘镇党委委员、武装部长王
鹭告诉记者，以前大家只能依靠社
区办公室开展活动，场地受限效果

也不好。莲塘镇投入了3000多万元
打造居民中心，这些居民中心如今
已经成为社区居民的“精神乐园”。

莲塘镇通过建立居民中心，也
给独居老人们创建了一个交流、熟
悉的平台。“每天有 20 多名老人来
中心参与活动，大家都很熟悉。”郑
爱华称：“居民中心可以服务周边
多个社区两万人。”

莲垦社区居民中心有科技体
验馆、读书阅览室、志愿服务等 10
多项便民利民服务，也基本满足了
老百姓基本的公共文化服务需
求。12 日上午，暖意融融，20 余名
老年人在社区活动中心一起聊天、
下棋、打牌、看报、运动，每个人脸
上都洋溢着开心的笑容。

莲垦社区主任殷建凤告诉记
者，社区有200多名注册志愿者，为

方便老人生活，志愿者服务小组还
开展代购商品、药品、车票，代收快
递、报刊，代缴水、电、暖、燃气费等
活动，同时还联系辖区内理发店和
社区卫生服务站，每月上门为老年
人理发和体检。为鼓励志愿服务，
莲垦社区的居民中心还设有“积分
超市”，这里的商品不对外销售，只
接受积分换购。殷建凤说：“这些
日常生活用品虽然不值钱，但是居
民志愿服务乐此不疲。”

投资 700 万元，全省首屈一指
的大湖之都社区居民中心在去年
11月投入使用，这个1700多平方米
的职工之家，有电子阅读室、健身
房等功能室 20 多个，还包括淋浴
室、母婴室等。退休教师熊玲英颇
有感触：“有了居民中心，才真正感
受到了社区生活很精彩。”

社区居民中心成了大家的“精神乐园”
南昌县莲塘镇投3000多万元建居民中心 丰富群众业余生活

本报记者 余红举
实习生 史桉凡

山旮旯种下“金芋头”

徐卫清 本报记者 刘 斐

立春刚过，春寒料峭。上饶市广丰区卅八都
村的田间地头一片忙碌：男工们忙着挖芋、挑运；
女工们手脚麻利地洗净、剥皮，码成箱，等待装
车。“今年是个丰收年，一亩均产4000斤。”站在田
埂上的占发亮搓了搓手上的泥，唠起了收入账：

“一斤按 2元收购，一亩差不多 8000元，280亩差
不多有 200 多万元。”占发亮高高竖起两个手指
头，一脸得意。

卅八都村地处偏僻，村里没有什么大商大企，
年轻人几乎往外“飞”，部分田地被撂荒。这让和
土地打了一辈子的村主任詹坤国心里闷得慌，于
是向远在浙江同村的能人占发亮求“点子”。

种香芋！占发亮分析起市场：甘而芳香，食
后余味不尽，产品深受北京、南京等一线城市消
费者喜爱；耐储存，市场价格波动小，深加工后可
以做薯片、豆腐乳等产品，在各大超市、车站销售
火爆，附加值高。

2016年，占发亮回乡和邻居唠起他的“香芋
王国梦”，就被泼了一头冷水：祖祖辈辈在地里没
挖出“金疙瘩”，现在还折腾啥？想流转土地，可
以，先交租金。就这样，占发亮按140元一亩价格
流转了100亩土地，“单打独斗”种起了香芋。

自己技术一窍不通，怎么种？闯过市场的占
发亮有的是“路子”，和浙江金华市一家公司签订
了种植协议：对方出种子，派技术人员驻地指导，
品质有保障；自己负责土地流转，人工劳务及日
常管理，产品按市场价收购，销路不用愁，这是双
赢。质优价廉，占发亮的香芋在 8月份就被预订
一空，当年销售超过90万。

心里乐开花的还有流转土地给他的农户。
基地用工，流转土地的农户、贫困户优先，这是当
初定下的“铁规矩”。“2016年，光劳务费就发了30
多万。”詹发宽就是受益者之一。50多岁的詹发
宽曾患有脑炎，无法外出打工，被确定为贫困
户。“没想到在家门口也能赚到钱，男的一天 130
元，女的一天 80 元。我 2016 年就领了 3 万元。”
2016年，他就顺利脱了贫。

2017年，乡亲们看到香芋诱人的“钱景”，纷纷
找到占发亮要求流转土地。占发亮成立了自己的
农业公司，一口气流转280亩，还吸纳12户贫困户
入股。“现在中央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随着国家
扶持政策不断加大，农村将大有可为，农业也会越
来越奔头。”望着眼前的沃土，占发亮充满希望。

电梯没有启用，乘客手
拎行李箱艰难下桥。

居民在居民中心汲取知识营养。本报记者余红举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