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萍乡讯 （记者唐彩萍）3月
4日，萍乡师范附属小学教师欧敏和
该校四（3）班学生姚灿旭（两人系母
子）在上学的路上捡到一部苹果 6S
手机，中午放学后，母子俩冒雨将手
机送到失主手中，失主提出给予酬
谢，母子两人婉言谢绝。拾金不昧，
助人为乐，在春风送暖的 3 月，这对
母子以实际行动践行了雷锋精神。

长期以来，萍师附小坚持以德育
人，不断提升德育水平。他们把学雷
锋活动与学校德育工作有机结合起
来，持续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优化
活动环境，积极创建学雷锋服务平台，
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学校在校门口
设置了多功能学雷锋服务站。图文并
茂陈列了雷锋故事、雷锋语录、雷锋日
记等内容，配置了报刊图书、雨伞、充
电器、桌椅等便民设施，每天有固定执
勤人员或志愿者在此开展指路引路、
敬老助残、扶危济困、课业辅导、文体
活动、未成年人心理咨询等志愿服务，
受到学生、家长一致好评。

萍师附小打造 4 支队伍，分别
为教师志愿者队伍、少先队员“小
小志愿者”队伍、家长志愿者队伍、
社会爱心人士志愿者队伍。该校
全体教职员工以身作则，自觉践行
雷锋精神，身体力行将雷锋精神的
种子播种在学生们幼小的心灵。
全校有教师志愿者 103
人，占教职员工总数的
95%。学校地处市区交
通要道，车多人挤，多年
来，萍乡市阳光志愿者
协会、交警部门、学校都

会派员每天在这维护交通秩序，守
护学生安全。今年新学期开始，家
长志愿者加入到这个行列。“交通
安全家长志愿者”每班每年轮流负
责一周。在成人的影响下，孩子们
成立自己的“萤火虫志愿服务队”，
如今全校 80%以上的学生加入到志
愿者队伍中。

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该
校把学雷锋活动列入德育教学的重
要内容，教学计划周详有序。他们注
重针对学生在日常学习生活、人际交
往等方面的问题，结合学生身体、能
力、智力等实际情况，以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为主线，精心策划组织各种
学雷锋主题活动。该校利用节假日、
课外活动、社会实践，开展“关爱社
区”“关爱老幼”等主题活动，组织学
生走出校门，到街头做“小小文明劝
导员”，利用假期看望空巢老人，与山
区孩子结对子，为边远地区的孩子捐
冬衣……

在雷锋精神的影响下，该校学雷
锋活动取得优异成绩。近年来，该校
涌现出一批“学雷锋小标兵”“雷锋式
班集体”，学校分别荣获“全国红旗大
队”“江西省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示
范校”“江西省德育示范校”“江西省
和谐校园”等称号。2017年，该校被
评为第一届江西省文明校园。

萍乡师范附属小学

以德育人 践行雷锋精神

3月14日，南昌市湾里区梅岭镇
立新小学教师高自仁正在给二年级
的一名学生上课。

高自仁因小儿麻痹左腿行动不
便，走路需拄着拐杖。1977年，刚刚
高中毕业的高自仁选择回到山区老
家，接过教鞭，在大山深处做了一名
教师。为了帮助孩子们走出大山，他
拄着拐杖在山区学校坚持了41年。
他的这一根拐杖，支起了他的身体，
也撑起了山里孩子的求学梦。

本报记者 洪子波摄

“拐杖老师”的坚守
▲高自仁在给学生上课。

▼给学生盛饭菜。

3 月 11 日，34 岁的温俊刚从北
京回到会昌县。他心里很高兴，因为
从北京找到了投资对象，公司又有了
资金注入。2016年，温俊停薪留职自
主创业，成立了一家共享电单车分时
租赁公司。他有个小目标——要让

赣南的10多个县市全部用上他的共
享电单车。

温俊 2004 年从南昌大学毕业
后，在会昌一政府部门工作了 12
年。“我学的是话剧影视表演专业，
性格很活跃，想闯一闯。”温俊说，他
想在不同的岗位上试试身手，体现
一下自己的人生价值。记者了解

到，当时会昌县对停薪留职干部下
海创业有创业贷款、税收优惠，提供
办公场所等政策。

通过在深圳、上海、北京、广州
等大城市考察，2016年11月，温俊创
办了赣州杰铭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瞄准了 APP 软件研发、智能新能源
充电桩、共享出行等业务。

“普通共享单车在小县城很难
管理，而且赣南是山区属丘陵地貌，
县城内有很多上下坡，骑单车挺
累。”温俊通过市场调查发现，共享
电单车在会昌市场很大。“当时，共
享单车在大城市已形成规模，而县
城还没有进入。我就是要打这个时
间差，等到大运营商发现县级市场
时，到那时我已经占领了市场。”温
俊笑着说。

去年 7 月 15 日，首批共享电单
车正式到达会昌。“电单车的整车质
量不能大于 40公斤，电动机输出功
率不大于 240 瓦，时速不能超过 20
公里每小时。”温俊介绍说：“只有符
合国家标准的车才能保证安全，并
通过政府部门审批。”

记者在温俊公司看到，大屏幕

上能显示所有的共享单车的位置和
使用情况，工作人员正在忙着给电
单车换电池。“为了保证电单车的质
量，我们和北京一家公司合作，进行
APP 软件研发。之前，也有一些国
内大型共享电单车要求我加盟。我
考虑了好久，认为自己认定的事情
自己干。”温俊说。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一辆共享
电单车的成本为3000多元。“考虑到
县城的实际情况，我们搞了一个活
动，只要交 99元就可以骑行。骑行
费用一次 3 元，可以绕行会昌县城
了。”温俊很自豪，现在会昌县城大街
小巷都是他的共享电单车。

记者驱车在会昌现场转了一圈，
学校、菜场、广场到处都可以看到共
享电单车。一名正在买菜的市民告
诉记者，骑共享电单车买菜方便，绿
色又环保。

创业艰难百战多。一路走来，
共享电单车的质量、维
护、数量不足等问题都曾
让温俊焦头烂额。

“共享单车泛滥影响
城市美观，让我考虑到要

从技术上解决这个问题。我的共享
电单车可以通过软件精确到 1 米，
没有按照标准位置停车的用户会被
自动收取 50 元运营维护费。如果
消费者将车子停好，50 元运营费又
恢复到 3 元，这样就从源头上堵住
了乱停乱放问题。”温俊说。

在创业过程中，资金的短缺给
温俊造成很大的困扰。去年，当地
政府提供了100万元创业信贷通，帮
他渡过难关。经过近一年的运营，
目前公司已经走上正轨。记者了解
到，如今公司拥有固定实名注册用
户 27000 多人，共享电单车 1200 多
辆。“我现在已经在盈利，以后会越
来越好。”温俊如是说。

温俊向记者表示，接下来共享
电单车将不断优化操作流程，在会
昌县形成清晰的模式后，将这一项
目再推广省内其他县市，乃至走出
江西。

下海创业 他的共享电单车“越骑越稳”

本报记者 邹晓华文/图

温俊正在给电单车换电瓶温俊正在给电单车换电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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婺源车流大增 力保“花运”畅通
本报景德镇讯 （记者邹晓华）随着气温

回升，婺源等地油菜花全面盛开。近日，省
高速集团景德镇管理中心迅速从“春运”保
畅期进入“花运”保畅期。

记者了解到，根据往年赏花期保畅经
验，该中心积极主动与当地政府、旅游局、气
象局加强联系，开启所有收费岗亭，提高效
率、保障通行。同时，在通往景区的高速出
口安排“服务大使”加强便民服务，免费提供
路线咨询，大力宣传推介“高速+旅游”活动。

据悉，该中心所辖婺源、江湾、婺源北 3
个收费站车流量较平时周末增加了近 2倍。
因措施得力，均未发生车辆拥堵现象。溪头
（临时）收费站也于 3月 13日开启，全力保障
“花运”工作。

经过一个冬季的旅居，鄱阳湖
冬候鸟完成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段
历程：求偶、繁殖、育雏。眼下，雏鸟
羽翼丰满，动物界最壮观的迁徙行
动又开始了。

与此同时，尽管天气乍暖还寒，
但首批“打前哨”的夏候鸟苍鹭已抵
达鄱阳湖湿地，鄱阳湖区的冬候鸟
正陆续分批集结准备北归，湖区正
上演冬夏候鸟“换防”的好戏。

都昌迎来3万只夏候鸟
3月14日一大早，都昌县候鸟保

护人士李春如被一阵久违而又熟悉
的鸟鸣声吵醒，凭着多年的护鸟经
验，他明白又有一群夏候鸟抵达多
宝乡洞子李村的后山林里。

李春如从事候鸟保护工作已有
37年，共救治了 5万多只候鸟，他的

另 外 一 个 身 份 是 都 昌 候 鸟 医 院
院长。

李春如告诉记者，早在 2月底，
就有少量夏候鸟迫不及待地来到都
昌湖区。截至目前，都昌保护区内已

有3万多只夏候鸟光临，主要是苍鹭
和夜鹭。此外，在湖区越冬90%左右
的冬候鸟，已完成北迁。

据介绍，与去年相比，今年夏候
鸟来的时间有所推迟，冬候鸟离开

的时间也晚了一周左右。李春如解
释，导致冬候鸟离开时间推迟的影
响因素有很多，今年春节以来天气
变化莫测，再加上冬候鸟需要在湖
区养精蓄锐，在拥有强健的身子后
才会开始北迁。

在鄱阳湖湖口县水域，越冬候鸟
也正在成批北迁，越来越多的夏候鸟陆
续飞抵湖区栖息，鹭鸟、浮鸥等夏候鸟
成为湖区又一道靓丽的风景。

都昌候鸟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
长李跃介绍，早在3月初，已有先遣部
队迫不及待北迁，目前大部分冬候鸟
已完成北迁。预计在今年 3月底或
清明节前后，最后一批越冬候鸟将全
部飞离鄱阳湖，返回到内蒙古大草
原、西伯利亚等栖息地繁衍生息。

今年夏候鸟晚来10天
3月中旬，在都昌湖区，赤麻鸭、

红嘴鸥翔集湖面，苍鹭、斑嘴鸭等穿
梭其间，冬候鸟和夏候鸟混杂一起，

一派和谐景象。
来得最早当属灰头麦鸡。据鄱

阳湖保护区监测人员介绍，灰头麦
鸡往往作为夏候鸟的“先头部队”先
期抵达鄱阳湖。随着气温不断回
升，由须浮鸥、各种鹭鸟组成的夏候
鸟大部队将会逐渐取代越冬候鸟。
在都昌水域，鹭鸟大部分集中在该
县苏山乡达子咀村。“今年夏候鸟来
湖区的时间比往年推迟了 10 天左
右。”李春如说。

有趣的是，在郁郁葱葱的南昌
天香园，一群群鹭鸟时而空中盘旋，
时而追逐嬉闹，一派现代都市候鸟
王国的景象。原来，在天香园里度
夏的候鸟中，有一部分因为乐不思
蜀，不愿离开这个“城市中的绿洲”，
成了“定居”于此的留鸟。鹭鸟是一
种季节性很强的迁徙性候鸟，一般
都是 4月来赣，10月南飞，但这些夏
来冬去的鹭鸟在天香园却已经从

“游客”变成“常客”。

九成冬候鸟已北迁 3万多只夏候鸟接踵而至

冬夏候鸟“换防”鄱阳湖湿地好热闹
本报记者 徐黎明
实习生 陈思琪

鄱阳湖迎来夏候鸟。通讯员 余祖德摄

我省开展“十三五”规划实施
情况中期评估

本报讯 （记者陈璋）日前，记者从省发
改委获悉，我省将开展“十三五”规划实施情
况中期评估工作，在以政府系统自评为主的
基础上，通过定向委托或公开招标的方式，
选择省内外研究机构、评估咨询机构和智库
开展第三方评估，并将第三方评估结果作为
自评估的重要参考。

据介绍，此次评估内容包括主要目标
实现情况，既省“十三五”规划《纲要》4 个
方面的主要目标和 40 个主要指标，特别是
21 个约束性指标和体现高质量发展的指
标，以及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确定的
指标在我省实现情况进行监测评价，包括
指标实现的进度、完成五年目标的趋势判
断等。同时评估主要任务推进情况，包括新
发展理念贯彻落实情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和重大改革任务推进情况；贯彻落实国家重
大战略的情况；推进落实国家生态文明试验
区、工业强省等省重大任务情况；防范化解
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
落实情况。此外，重大工程项目进展情况、
是否需要对相关内容进行调整修订等也将
在此次评估范围内。

本报讯（记者赵影）日前，记者从江西
航空获悉，春运期间，江西航空共执行航班
1609 班 次 ，同 比 增 长 90.2% ；承 运 旅 客
176990人次，同比增长64.4%。

其中，2月25日，该公司承运旅客人数达
5520人次，创下了运营以来单日承运旅客人
数的新高。据了解，春运期间，江西航空航班
正常率达90%，到达平均延误时长为9.65 分
钟，延误时长在全国航空公司中最低。

江西航空春运航班正常率达90%

赣台青年文艺大联欢

赣台两地青年表演舞蹈。通讯员 胡春华摄

本报鄱阳讯 （记者徐黎明 通讯员胡春
华）3月13日，位于鄱阳县饶丰镇的樱花园里
热闹非凡，200多名来自鄱阳县和台湾的青
年正在进行文艺大联欢。

2016年 3月，省委统战部在南昌创建了
“同心·赣港澳台青少年交流基地”。两年
来，共组织 6批 1000余名港澳台青少年来赣
交流参访，取得了良好成效。今年，我省进
一步打造形式多样、各具特色的“赣港澳台
青少年交流系列活动”，本次“同心同源·樱
约鄱阳”活动是今年系列活动的第一站。来
自台湾喜裂克艺术团的青年演员刘凯文说，
非常高兴参加文化交流，通过这次活动，可
以让两地青年增进了解、建立友谊。

接下来，赣台青年将踏上鄱阳人文历史
之旅，参观鄱阳古迹，感受鄱阳悠久的历史
文化，风土人情。3月底，省委统战部将组织
190余名香港学生来赣开展红色之旅，组织
40余名省内和台湾青年赴香港考察交流。

3月8日，南昌市湾里区太平镇九龙溪
生态公园内近50万株郁金香争相竞开，吸引
游客前来观赏。 本报记者 洪子波摄

春季赏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