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午 9 点，党员义务劳动，收
到请回复。”近日，井冈山市茅坪乡
神山村党员彭丁华收到通知。不一
会儿，19名党员陆续到齐村部。简
单的动员过后，村支书彭展阳领着
大家向“水帘洞”与“红军药库”两个
景点走去，带头挖起了路基。

前不久，神山村党支部被评为
全省学雷锋活动示范点。在这里，
记者深深地感受到，雷锋精神与村
民们的质朴本色相互辉映，涌动在
这个刚刚脱贫的小村庄里。

2017年，来神山村参观的学员、
游客达到了 22 万人次。这个仅有
54户人家的小山村，面对着每日数
百上千人的游客团队，早已把做好
义务服务当成了应尽的责任。

大学生村干部康莉已记不清
楚，她与同事们为来村参观的游客
团队，提供了多少次义务讲解服
务。远方的游客来到村口，首先敲
开的就是党支部的门。她与同事们
出去迎接，戴上便携式音箱，开始了
流利的讲解，收获游客们感谢的掌
声。

“通过义务讲解，我们和各地的
群众团体都建立了良好的联系。深
圳的一个老年协会，连续组织了四
批老人来参观，还赠送了
一 幅 水 墨 画 长 卷 给 村
里。”康莉表示，雷锋精神
或许不能获得多少物质
上的回报，但它唤起的，

是人们之间的信任与友善之情。
党员们的雷锋精神，不仅体现

在对待游客上，更体现在关爱村民
上。2017年 12月，井冈山遭遇冰雪
封山，处在半山腰的神山村道路结
冰，车辆难以通行。党员左香云、赖
志成等四人结伴下山到龙市镇去购
买过冬物资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
村里的两位贫困户彭仁生与熊吉
甫。两人都已年近七十，家人不在
身边，独自住在村里，应该缺少过冬
物资。

左香云等人一合计，帮老彭和
老熊买了 10 余公斤菜和其他物品
回来。车行至入村小路的路口，车
轮打滑，四人肩挑手扛了 3 公里山
路，硬是把东西挑到了老彭和老熊
家。两位老人看着满身风雪的四位
党员，感动得一时语塞。

“他们总说这些是小事，但对于
我们来说，这些都是值得铭记的情
意。”回忆起党员对自己帮扶的点点
滴滴，熊吉甫深深地感叹。

善意的一举一动，无声的责任
担当，就这样融汇在神山村党员的
日常里，成为他们默默践行的准
则。这大爱的春风，已吹遍了深山
的草木。

井冈山市茅坪乡神山村党支部

义务服务忙 关爱暖深山
本报记者 李 歆

▲万物复苏，百花争艳。萍乡武功
山金顶景区的野生樱花争相开放，吸引
了众多游客前来赏玩。

本报记者 刘启红摄
◀3月18日，施勇武、王娟明夫妇正

在万年县湖云乡施氏家庭农场百亩桃园
基地剪枝。目前该基地百亩桃花已绚丽
绽放，吸引许多游客前来观赏。

本报记者 朱文标摄

争艳

与救援队结缘
邓文自幼家境贫寒，经过多年

打拼，有了些许积蓄。为了改善家
庭条件，照顾好患病的母亲，邓文与
朋友在洪城大市场合伙开了一家灯
具店，靠销售灯具和给人安装灯具
维持生计。

2013年，一次偶然的机会，邓文
浏览网页时关注到蓝天救援队的信
息。于是，他有了成为蓝天救援队
队员的想法，并付诸行动提出申
请。入队后，不管生意多忙，邓文都
会准时赶到队里参加每周一、四、六
的体能和操艇的例行训练。

每年5月开始，邓文和队友每天
16 时会准时出现在赣江边，开始值
守巡查行动，劝说来往的群众和未
成年人不要下水野泳。

南昌蓝天救援队负责人用“不
善言辞、甘于付出”评价邓文，他说：

“队里的快艇马达坏了，邓文会主动
检查维修；船上的电路、油漆、通讯
设备、机器零部件等坏了，他第一时
间买来零部件更换维修，确保设备

功能完好。”

奔波在公益路上
这几年，邓文因为忙于公益救

援，经营的灯具店生意一直比较平
淡。于是，他应聘当了一名外卖送
餐员。从此，邓文的生活节奏就经
常在送外卖、安装灯具和做公益之
间随机切换，十分辛苦。

“他立志要做一名合格的救
援队员。”章丽滑动着手机屏幕，
一张张邓文生前参与救援的照片
展现在人们眼前。长期的户外奔
波 ，加 上 作 息 时 间 不 规 律 ，邓 文
显得身材瘦小，皮肤黝黑……尽
管 如 此 ，邓 文 从 未 放 弃 过 信 念 ，
只 要 有 救 援 活 动 ，他 就 会 把 母
亲 托 付 给 两 个 姐 姐 照 顾 ，然 后
立 即 停 下 手 中 的 工 作 ，直 奔 救
援现场。

在救援现场，他奋不顾身为无
数的生命保驾护航。2015 年，于都
突发大洪水，在洪峰来临前的三个
小时内，邓文带领着队友驾驶冲锋
舟、快艇，来回在 8 个村庄里穿梭。

遇上行动不便的老人、孩子，邓文
总是义无反顾地跳下快艇，把群众
背在身上，让每一颗惊恐不安的心
都有一处踏实的依靠。每当看见被
救群众脱离险境、与家人团聚时，
邓文的脸上总会绽放出欣喜的笑
容。

队友们留下的照片，展现的是
邓文在泥泞路上艰难救援的场景。
邓文先后参与了抚州溺水农妇搜
救、南昌梅岭失踪老人搜救、萍乡
武功山失踪老人搜救和深圳光明山
山体垮塌救援等多起大型救援行
动。

章丽也是蓝天救援队员，也正
是在公益救援的道路上，他们收获
了自己的爱情。2015年5月，在参加
救援队日常训练的过程中，邓文与
章丽相识，志同道合的两个年轻人
相知、相爱，并于 2016 年初喜结连
理。同年 11月，他们迎来了爱情的
结晶。

婚后，夫妻二人经常在各种救
援训练和救援活动中并肩作战，生
活过得甜蜜、幸福、充实。

关爱困难家庭
一次次救援行动，让邓文深深

懂得生命的意义。然而，生命是那
么脆弱。

去年 11月 20日，因自感身体不
适，实在无法坚持，邓文到医院检查
身体，却得到一个令人震惊的诊断
结果——肝癌晚期！

住院后，邓文积极配合治疗，依
然梦想着重新穿上蓝色的队服，回
到前线与队友们一起参与救援。遗
憾的是，邓文没能战胜病魔，春节刚
过，邓文静静地离开了人世。

南昌县八一乡获悉情况后，考
虑到邓文家庭困境，特事特办，将符
合条件的家属按照规定纳入相关保
障体系。邓文曾就读八一中学，3月
16 日，八一乡在八一中学组织党员
干部、教师等社会人士进行捐款，共
捐得善款4万余元，转交给章丽。八
一乡党委书记张帆说：“通过弘扬真
善美，传播正能量，让崇高道德追求
在八一乡蔚然成风。目前，南昌市
正在为邓文申请‘中国好人’。”

兼职送外卖还心系公益 因患癌症不幸去世

“救援哥”悄然离去 爱心永留人间
曾参与近百起救援行动 妻子：“孩子长大后也要加入救援队”

本报记者 余红举
实习生 宋思嘉

春天来了，邓文却走了！
3月19日，距离邓文去世

近一个月，仍有不少爱心人士
来到南昌县八一乡后曲村，看
望邓文的妻子章丽和孩子。
每次好心人的到来，都让章丽
泪眼婆娑，她说得最多的是：

“我会替邓文把爱心延续下
去，让孩子长大后跟他的父亲
一样，成为一名蓝天救援队的
队员。”

1990年出生的邓文，以安
装灯具和送外卖为业。2013
年，他成为南昌蓝天救援队的
一员，先后参与了于都水灾、
浙江丽水山体滑坡等近百起
救援行动，救援人数达上千人
次，每年义务参与救援及公益
活动超1000小时。

2月22日，邓文因肝癌晚
期去世，年仅28岁。

DUSHI XINKAN

C1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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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赵影）3 月 25 日
起，民航航班换季即将拉开帷幕，南
昌昌北国际机场将迎来2018年夏秋
新航季。换季后，昌北机场的航班
总量将达到每周 2060架次，日均起
降航班将达到294架次，与去年冬春
航季基本持平。

记者从省机场集团公司获悉，
新航季昌北机场定期运营航空公司
达 39 家，定期通航城市将达 61 个。
相比 2017年夏秋航季，新增通航点
13个。换季后航线网络布局将更加
完善，通达能力进一步提升。

南昌至福州、合肥航
线复航

据了解，换季后昌北机场至北
京、上海、深圳、成都、西安、海口等
地航班将继续保持稳中有增，南昌
至北京每天 9-11班，南昌至海口每
天 9-11 班，南昌至深圳每天 9-11

班，南昌至西安每天 9 班。与此同
时，加密了南昌至重庆、哈尔滨、长
春、沈阳、兰州、银川、青岛、济南、石
家庄、天津等城市航班，日均航班均
在3班以上，旅客出行也将有更多航
班选择。

值得关注的是，新航季南昌增
强了至全国主要省会城市的通航能
力，换季后将恢复合肥、福州等省会
城市通航点，继续保持拉萨航线稳
定运营。福州航空将新增西安-南
昌-福州航班，每天 1 班，采用波音
B738机型执飞；多彩贵州航空将新
增贵阳-南昌-合肥航班，班期为每
周 2、4、6执行，机型E190，这也是南
昌-合肥航线首次采用 100 座以上
机型执飞航班。

机场相关人士表示，“后期机场
计划将增开至西宁的航班，如此一
来，昌北机场未通航省会城市仅剩
下周边航距较短、高铁发达的武汉、

长沙、杭州，而更加完善的航线网络
和通达性将为我省搭建起对外交
流、开放的空中桥梁。”

4月，南昌至福州机票100元起，
南昌至合肥机票240元起，而南昌到
福州的二等动车票为 160.5元、高铁
二等座票价为263元，南昌到合肥的
高铁二等座票价为316元，旅客前往
两地选择航班效率高，选择高铁班
次多，空铁竞合将呈现更多新特点。

新航季机票价格“继
续优惠”

在完善与主要城市间的航线
布局外，昌北机场新航季拓展了更
多支线通航城市。据介绍，该机场
将新增、恢复运城、西昌、大理、海
拉尔、满洲里、绵阳等通航城市，继
续保持与烟台、徐州、南通、湛江、
温州、潍坊、包头、惠州等城市通
航。

该人士表示，“这不仅为旅客前
往西昌、大理、海拉尔等热门旅游目
的地提供了乘坐直飞航班的便捷，
也拓展了南通、温州、湛江、惠州、包
头等城市入赣旅游的空中新通道。”

与此同时，出行旅客关心的机
票价格在新航季也将保持一定优惠
幅度。记者了解到，4月，南昌至徐
州机票99元起，南昌至南通机票150
元起，南昌至海口机票 160元起，南
昌至厦门机票170元等，旅客乘机出
行仍能享受不少“白菜价”机票机
会。

换季后，昌北机场部分航班时刻
和班期均出现变化，机场建议旅客在
购票时候需留意具体航班时刻。

支线机场通达能力进
一步增强

另外，记者获悉，上饶三清山机
场、赣州机场、宜春明月山机场等也

大力布局新航季，我省支线机场的
通达能力进一步增强。据了解，上
饶机场 3 月 25 日起新增上饶-南通
航线，由成都航执飞，每天 1班；3月
27日起新增上饶-昆明航线，由东航
云南分公司执飞，每周 2、4、6 各 1
班；3月 27日起新增上饶-哈尔滨航
行，由东方航空云南分公司执飞，每
周2、4、6各1班。上饶-成都航线班
次加密，3月 25日起由成都航执飞，
每天 1 班，3 月 27 日起，由四川航执
飞，每周 2、4、6 各 1 班，旅客出行将
有更多航班选择。

赣州机场 3月 25日起将新增宁
波-赣州-昆明航线，由长龙航空每
周2、3、4、5、7执飞。新航季，宜春机
场直航至广州、深圳、北京、青岛、南
京、海口、上海、昆明等地每天 1班。
宜春至西安每周 4班、至三亚每周 4
班、至成都每周 3 班、至厦门每周 3
班等。

今年夏秋新航季 我省新增加密多条航班航线

南昌至福州合肥航线复航 票价低过高铁

我省有序放开电力直接交易
今年交易电量至少增六成

本报讯 （记者陈璋）日前，为做好电力
市场化交易和市场建设各项工作，我省发布
了《江西省 2018 年度电力直接交易实施方
案》。根据方案，今年我省将按照有序放开
的原则，直接交易电量规模不低于 230亿千
瓦时，同比增长60%以上。

方案表示，今年将放开省级以上工业园
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经济技术开发区）、
国家级增量配电业务改革试点区域及省级
售电侧改革试点区域 10千伏及以上电压等
级电力中小用户参与直接交易；全面放开35
千伏及以上电压等级电力大用户参与直接
交易；积极探索分布式发电等参与市场化交
易试点。

今年，我省电力直接交易主要遵循四个
原则，分别为：节能环保原则，即参与直接交
易的企业必须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相关能
耗、环保要求；重点优先原则，即重点支持符
合准入条件的原中央苏区企业、有色金属企
业参与直击交易，优先支持高新技术企业、优
势特色产业，以及2017年迎峰度夏、迎峰度冬
期间主动实施错避峰用电的企业参与直接交
易；自主协商原则，即具备准入条件的市场主
体自主选择交易对象；城市守信原则。

江西将召回413辆大众途锐
本报讯（记者黄继妍）在央视3·15晚会

上，进口大众途锐汽车因正常使用情况下发
动机进水导致发动机损坏的情况被曝光。
大众汽车（中国）销售有限公司已于 3 月 15
日当晚发表致歉声明，称将开通“专属通道”
提供一对一的高效沟通。3月 20日，记者从
江西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获悉：我省辖区共涉
及问题车辆 413辆，其中 398辆已售出，涉及
区域主要为南昌和赣州等地，目前已完成召
回近60辆。

据悉，国家质检总局根据消费者投诉和
直属检验检疫机构风险监控情况，对进口大
众途锐系统汽车进口系统问题进行了缺陷
调查，认定其存在安全风险构成缺陷。为保
证此次召回工作顺利实施，江西出入境检验
检疫局将督促辖区内4家进口大众途锐经销
商履行法定责任和义务，重点监督其履行停
止销售缺陷汽车产品、通知消费者及时安排
维修等，并搜集辖区内汽车质量事故及消费
者反馈情况。

我省4单位入选国家中医药
健康旅游示范基地

本报讯 （记者赵影）日前，国家旅游局
公示了国家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基地创建
单位名单，拟确定北京昌平中医药文化博览
园等 73家单位为第一批国家中医药健康旅
游示范基地创建单位。其中，我省 4单位入
选，分别是新余悦新养老产业示范基地、德
兴国际中医药健康旅游产业基地、黎川国医
研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基地、婺源文化与生
态旅游区。

据悉，国家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区（基
地、项目）建设工作将利于探索中医药健康
旅游发展的新理念和新模式，创新发展体制
机制，推广应用互联网技术，在产业化改革
创新等方面先行先试，推动旅游业与养老相
结合，与中医药健康服务业深度融合，全面
推动中医药健康旅游快速发展。

干部办事公道 群众配合建设
本报讯 （记者徐黎明 通讯员吕富来、

戴桂祥）一个女支书，征地 2万平方米，村民
竟然不要一分补偿，这是为何？村民们说：
她办事公道，我们就是服她！

今年 47岁的潘接琴是婺源县赋春镇林
塘村的党支部书记。在她的带领下，2017年
林塘村新建停车场，零补偿征用村民菜地
1800平方米；修建 5780米机耕道，零补偿征
用村民田地17000平方米；清理整理河道，零
补偿征用村民田地 2000平方米……林塘村
一次次实现“零成本”征用百姓田地。

林塘村要办什么事，全部通过“一事一
议”征求百姓意见；村里有哪些开支，全部张
榜公示；村里要发展什么产业，多方筹资抱
团合作……正因如此，林塘村悄然发生着可
喜变化：9个自然村通村公路全部改造硬化，
7个自然村统一安装自来水。还有桥梁、机
耕道、水渠、停车场、文化墙等，一个个在各
个自然村新建起来，村庄环境越来越美，农
田水利设施不断改善提升。

“民生实事办到百姓心坎里，我们还能不
支持村里的工作吗？”村民齐国盛的一番话，
既是对林塘村“两委”的认可，更是对“领头
雁”潘接琴的点赞。2016年，林塘村选址新建
村级组织活动场所，村民吴文灶不为他人高
出10倍的地价心动，只是象征性地收取村委
会一点补偿金。用吴文灶的话说，“委屈一
家，方便百家，这种‘亏本生意’我愿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