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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南昌讯 （记者万仁
辉 实习生刘畅）2月 13日，记
者从南昌市禁燃办获悉，目前
该市已经部署开展第二阶段
禁燃工作，在除夕、初一、初
七、初八、元宵等几个春节重
要时间节点，将加大力度开展
禁燃巡查值守，城管、安监、房
管、消防、公安、街办、社区（村
委会）人员将联合参与网格排
查队伍。

2017年1月1日，《南昌市
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规定》正式
实施。根据规定，南昌禁燃范
围自东至昌东大道，南至祥云
大道、生米大桥、昌南大道，西
至枫生高速，北至一环线、英
雄大桥、富大有路合围的区域

（扬子洲镇除外），同时还包括
新建区长堎镇。

据悉，违反南昌市相关规
定，在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区
域、地点燃放烟花爆竹的，由公
安机关责令停止燃放，处一百
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
严重的，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
以下罚款；妨害公共安全的，依
法予以处罚；构成违反治安管
理行为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造成财产损失或者人身伤
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
来，南昌市各级公安机关严格
禁燃执法，积极开展路面巡

查，加强群众举报、110接警处
警力度，及时发现、劝阻、制
止、取证处罚违规燃放行为。
该市共查处非法燃放烟花爆
竹案件 96起，行政罚款 84人，
行政拘留 15 人；查处非法销
售、储存、运输烟花爆竹案件
132起，行政拘留131人。

春节期间，南昌网格排查
队伍将在开展街巷、小区巡查
的基础上，加强公园绿地、休
闲广场、沿街店面等公共场所
和重要点位的值守。此外，南
昌市旅发委将利用短信提示，
告知外地来昌旅客严禁在南
昌市禁燃区燃放烟花爆竹，并
将禁燃工作纳入该市星级酒
店的评比内容。

春节南昌禁燃“不打烊”

本报讯（记者徐黎明 实
习生陈思琪）2 月 13 日，省气
象 台 发 布 春 节 期 间 天 气 展
望，春节长假预计我省气温先
升后降，长假前期天气状况宜
人，后期气温下降，有雨水陪
伴，提醒大家注意防寒保暖。

预计 2018 年春节假期，
我 省 气 温 前 高 后 低 起 伏 较
大，其中 15～16 日受弱冷空

气影响平均气温下降 3℃～
5℃，赣北江湖水面阵风 6级；
18 日傍晚～20 日受较强冷空
气影响，气温明显下降，过程
降温赣中赣南 10℃～12℃，
局 部 超 过 13℃ ，赣 北 大 部
8℃～10℃，赣北江湖水面阵
风 7 级。初三（18 日）之前赣
南以晴暖为主，赣北赣中为
多云、雨相间天气，初二（17

日）早晨部分有雾；初四～初
六（19～21 日）全省为阴雨天
气，气温下降。

气象专家建议，大年初三
之前气象条件有利于探亲访
友，全省大部分地方城镇与森
林火险气象等级高，需加强防
火工作。初三晚上开始气温下
降，初四～初六我省为低温阴
雨天气，城乡居民需防寒保暖。

好天气将持续到大年初三

本报讯（记者赵影、龚艳
平）日前，省旅游规划研究院发
布 2018 年春节江西旅游大数
据预测报告，报告显示“旅游过
年”已成新年俗。春节期间，如
果天气晴朗，全省预计接待游
客量将达到2900万人次，同比
增长超过 30%，旅游收入预计
达150亿元，同比增长约40%。

依据去哪儿景区预订数
据，2018 年春节期间，江西呈
现出都市游、乡村游双双红火

的局面。主题旅游景区是春
节出游的首选。去哪儿网景
区预订数据显示，游客主要将
目光投向主城和近郊旅游区
点。温泉类景区线上预订量
前五景区为明月山温泉、庐山
西海温泉、庐山温泉、武功山
温泉、南昌金燕国际温泉。古
村类景区线上预订量前五景
区是婺源江岭景区、美陂古
村、源头古村、婺源篁岭、汪口
古村。

另外，游山玩水观美景是
人们旅游的主要内容。综合
分析美团、携程网等数据得
到，超过 50%的游客选择自然
风景类景区，选择名胜古迹类
景区游客占比达到37.6%。从
江西 5A景区的百度搜索指数
来看，庐山最受游客欢迎，关
注度最高；红色旅游景区井冈
山游客关注度名列第二；婺
源、三清山、龙虎山游客关注
度分别排名3-5位。

“旅游过年”成江西新年俗

本报讯 （记者童梦宁）新春
临近，奉新县偏远山区柳溪乡东
庄村农家书屋，村里不少孩子及
老人聚在此，静静看书。书屋墙
上还贴有告示，特别提醒村民：
除夕至正月十五期间不打烊，全
天正常开放。

2月 12日，记者走访东庄村
时了解到，该村地处深山，远离
县城、乡镇。为使孩子接受更好
的教育，大部分家长带孩子进城
或乡镇，一边务工一边陪读。每
到寒暑假，这些孩子则回村生
活，村里农家书屋成了他们的开
心乐园。

当天前来看书的十几个孩
子围坐在一张长长书桌前，聚精
会神翻阅不同读物。9岁的罗思

凯告诉记者，他在奉新县城读小
学，寒假回村后，几乎天天泡在
书屋，阅读漫画、笑话、故事会等
图书，回家时还向爷爷、奶奶讲
故事，老人特别开心。

村民胡丽芬和一对上幼儿
园的儿子及其 85 岁的爷爷胡承
梅，当天同在书屋看书，一家三
代“读者”特别引人注目。胡丽
芬说，年幼的儿子跟着大孩子逛
书屋，虽然看不懂文字，可从小
培养看书的好习惯，远离游戏、
上网。

柳溪乡党委书记吴望军表
示，农家书屋不但是丰富村民精
神生活、传播科学文化知识的重
要场所，也已成为留守儿童启迪
心智，增长知识的“第二课堂”。

本报南昌讯 （记者陈璋）
“感谢法院，我要赶紧拿钱去还
账，有了这些钱，我们家这个年
才过得踏实。”2月 13日，在南昌
市东湖区人民法院司法救助金
发放现场，红着眼眶的申请执行
人熊某从东湖法院党组书记、院
长梁洪的手里接过支票感激地
说。据悉，东湖法院现场共向 6
名家庭生活困难的涉民生案件
当事人发放司法救助金 25 万余
元。

2014 年 3 月，熊某的丈夫舒
某骑摩托车与违反交通指示标
牌驾车行驶的周某发生碰撞，造
成舒某受伤住院的交通事故，交
警认定周某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舒某不负任何责任。后经司法
鉴定中心鉴定，舒某伤残等级为
一级。因双方对赔偿款项协商
未果，舒某将保险公司、周某及
周某车辆的挂靠公司一起告上
法庭。

经审理，法院判决保险公司
偿付原告舒某赔偿款19万元，被
告周某偿付原告舒某赔偿款 101

万余元，周某车辆的挂靠公司对
此款承担连带责任。判决后，保
险公司将赔偿款及时进行了支
付，但是周某及其挂靠公司分文
未付。

舒某遂申请强制执行，经过
调查，执行法官发现被执行人周
某及其车辆的挂靠公司均在湖
北，在奔赴湖北执行无果后，执
行法官又委托当地的法院对周
某及上述公司的财产进行调查，
均未查到任何可供执行的财
产。在案件执行的过程中，舒某
不幸病逝。

执行款对方一分未付，又因
看病欠下了亲朋好友好多债，家
里还有年迈的老人和两个孩子，
熊某的家庭情况，执行法官看在
眼里急在心里。2017年底，东湖
法院积极向上级有关部门进行
申请，经审核，共为像熊某这样
家庭生活困难、被执行人又无力
支付执行款的6名涉民生案件申
请执行人申请到司法救助金共
计25万余元，及时解决了申请执
行人的燃眉之急。

山区孩子书香中过年

年前喜领司法救助金

春节前夕，安福县洲湖镇北山畲族村民自发举办各种
文化活动，庆丰年、迎新春。近年来，北山畲族村壮大养蜂、
油茶、乡村旅游等产业，家家建起新房子，成为远近闻名的
富裕村。在春节联欢晚会上 ，村民们走上刚刚建好的舞
台，表演了自编自排的10余个文艺节目，辛苦了一年的畲
族村人沉浸在快乐和幸福中。记者徐黎明、通讯员刘丽强
摄影报道

喜迎新春

12 日，南
昌县及东新乡
妇联联合南昌
县家庭教育研
习中心，在东
新乡大洲村开
展传统年俗文
化体验活动。

邓涵玮摄

2 月 13 日
上午，安义县乔
乐乡卫生院开
展“把健康带回
家”流动人口关
怀关爱宣传服
务活动，让流动
人口第一时间
感受到家乡的
温暖。吴 慧摄把健康带回家把健康带回家

春节临近，
南昌市西湖区
市场和质量监
督管理局南浦
分局加强节日
市场监管，对辖
区集贸市场及
食品经营户开
展了检查。
记者 陈 璋摄加强市场监管加强市场监管

体验传统年俗体验传统年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