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南昌讯 （记者陈璋）3
月 26 日，记者从南昌市城乡规
划局获悉，南昌市红谷滩新区
凤凰南大道以东、岭口路以南
拟建设红谷滩新区交通、消防、
市政应急综合指挥中心项目。
目前，该规划已进入批前公示

阶段。
规划显示，红谷滩新区交

通、消防、市政应急综合指挥
中心由南昌市红谷滩城市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建设，具
体位置为红角洲岭口路以南、
凤凰南大道以东，用地性质为

行政办公、消防用地和公园绿
地，占地面积约 37.6 亩（含规
划 路 9.4 亩 、公 共 绿 地 12.6
亩），拟分别建设交通应急指
挥中心、消防应急指挥中心、
市 政 应 急 指 挥 中 心 、停 车
场 等。

本报南昌讯 （记者余红举
实习生宋思嘉）“洪都中大道 98
号 1 栋发现楼道门口有垃圾，小
宋赶快去处理。”3 月 26 日，南昌
市青山湖区上海路街道洪中社区
党支部书记魏志通过地网发现垃
圾，立即通知保洁人员处理。

据了解，洪中社区辖区设有
地网探头 35 个，覆盖 23 栋楼房，
每天 9时、17时，社区干部从监控
中查看重要点位，看是否有乱掉
乱挂、乱丢乱扔等情况。

3月以来，上海路街道创新实
行地网与城市管理工作联动机
制，实现社区管理全覆盖、全天
候、零距离，及时调度整改，整治
整改率由原来的38%提升到85%，
将原先监控探头的防盗安全性能

附加城市管理的新意义。
“以前，管理员巡视发现脏乱

差时，要先联系社区才能与保洁
员取得联系。”上海路街道城市管
理中心副主任时民强介绍，“现
在，社区保洁员与管理员统一在
一个调度平台，管理员在巡视时，
一发现问题就可调度最近的保洁
员前往处理。同时，调度平台有
社建办、纪检、社区、巡查队伍等
多部门干部，为城市管理扫除不
必要的障碍。”

据了解，上海路街道将以前
用来保平安的覆盖 20 个社区的
240个地网探头纳入“环境卫士工
程”，将探头从原来的单一安全监
控拓展到现在的安全、环境两手
抓，丰富探头的使用功能。

本报南昌讯 （记者陈璋）
为有效推进“美丽南昌·幸福家
园”环境综合整治工程，目前南
昌市正抓紧实施阳明路、八一
大道“一纵一横”沿线建筑立面
综合整治工程。自“一纵一横”
道路违规建筑广告整治工作开
展以来，南昌市已累计拆除沿

线不规范广告 48 处，面积约
4860平方米，后续的拆除工作
将按计划进行。

根据工程规划，城管执法
人员为避免白天施工给城市
交通带来的压力，“一纵一横”
沿线广告拆除整治工作多在
晚上进行。3 月 25 日晚，南昌

市城管支队直属四大队 30 余
名执法人员分成两组，在专业
施工队的配合下，分别对井冈
山大道“黎蒿腊肉”饭店和青
峰花园酒店楼顶广告进行拆
除。拆除工作延续到次日 5
时，共拆除楼顶广告字牌 4 块，
面积约 200平方米。

红谷滩规划建应急综合指挥中心

“一纵一横”沿线拆除违规广告

一“网”两用
地网探头兼任“环境卫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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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香椿、野藜蒿、马兰头等野
菜扎堆上市。城里人对野菜那真叫
一个喜欢，无论在菜场还是在超市、
餐馆，各类野菜受到消费者热捧。

价格较贵
3 月 25 日，位于南昌市红谷滩

新区绿茵路的菜市场，商贩小李的
摊位并不起眼，但不少消费者直奔
而来购买野菜。记者注意到，购买
者多是中老年人。

“折耳根吃了可以清热降火、香
椿有较好的保健和营养功能、大家
最熟悉的荠菜，很多人喜欢用它煮

鸡蛋。”刘女士说，虽然贵了点，每天
还是买一点。

在农村生活了多年的钟先生
说，在老家，每到春季，家人都会去
采野菜，他们最爱吃野藠头。“清炒
好吃，炒鸡蛋也好吃。”现在生活在
城里，对野菜很怀念，常到菜市场

购买。
商贩小李告诉记者，今年有些

野菜的确很贵。比如，香椿每公斤
60元。“这种野菜适合炒鸡蛋，买上
二两能炒出一大盘。”小李说，野生
藜蒿6元一公斤，大家都能接受。

在翠苑路的集贸市场，小许是
唯一专门卖野菜的商贩。小许是永
修人，他告诉记者，每到春季，家门
口的水塘边、田埂上就长满了多种
野菜。村里的男女老少齐上阵，将
采摘的野菜提供给小许，在南昌市
场上销售。小许说，每天卖出近百
公斤野菜。很多消费者购买时很爽
快，根本不议价。

在茗园路集贸市场，卖野菜的
摊位不少。商贩标明了野菜的名称
和价格，并向消费者宣传野菜的特
性和功效。

野菜大量上市，不少饭店又多
了吸引客人的举措。

3 月 25 日，在碟子湖大道的多
家餐馆里，记者注意到，野菜也有一
席之地。在卫东花园小区的一家餐
馆，张老板说，这些野生时令菜是招
揽客人的招牌，每天能卖 10公斤以
上。地菜每盘 58 元、凉拌马兰头
38元。

赏花季节，在安义一些景区，野
菜也成为当地餐饮行业的招牌。

大棚种植
新建区一大型超市主管说，该

超市的野菜大多来自大棚种植。

一名商贩也告诉记者，其实大
部分野菜是大棚种植的。有些消费
者很精明，一眼就能认出是否是野
外生长的野菜。一些年轻消费者则
很好奇，常询问野菜名称，并上网搜
索，看到对身体有益，也会买点
回家。

据介绍，在安义、永修等农村，
一些菜农将原本生长在山野的蕨
菜、藜蒿、荠菜等野菜移入菜园，采
取棚膜培育等方式，规模发展野菜
栽种，可一年四季供应。但在春季，
野菜品种和数量最多。

前几日，南昌春雨绵绵，在郊区
的田间地头和山野林间，市民拿起
小铲子，提着小篮子结伴加入“挖野
菜大军”。

专家提醒
省人民医院养生专家告诫消费

者，野菜取材要新鲜，洗切和下锅烹
调的时间不宜间隔过长；凉拌生吃
的野菜，一定要焯水。多数野菜性
寒味苦，能败火，多吃会伤及脾胃，
引发胃痛、恶心、呕吐等轻微中毒
症状。

专家说，不认识的野菜不要吃，
以免中毒。另外，野菜属于光敏性
食物，吸收日光的能力比一般蔬菜
强。它们被食用后，所含光敏性物
质会随之进入皮肤，如果在这时照
射强光，会和日光发生反应，进而出
现裸露部分皮肤红肿，出疹子，并伴
有明显瘙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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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天气 黎明播报

明日转阴 周五有雨
本报南昌讯 （记者徐黎明）南昌，

3 月 27 日 15 时 37 分：24.9℃！周四开
始，晴朗天气暂告一段落，取而代之的
是阴雨天。

俗话说“二八月乱穿衣”，这个时
节，早晨穿厚衣服出门，中午要换春
装。气象部门表示，目前的高温天气
只是周期性回暖，属正常现象。本周
四，随着阴雨天气来临，气温有所下降。

28日，南昌晴，14℃～27℃；29日，
多云转阴，18℃～23℃；30 日，阴转小
雨，17℃～23℃。

本报讯 （记者余红举）3 月 27
日 10 时 48 分，航空救援直升机搭
载着危重病患万嘉伟，稳稳降落在
解放军九四医院停机坪上。经医
院权威专家会诊，病人病情趋于平
稳。据了解，此次“空中 120”快速
转运救援行动是江西首例直升机
参与救援现役解放军战士的事例。

3月 23日深夜，回新余老家探
亲的解放军战士万嘉伟，在家中不
慎撞伤颅脑导致颅内出血。次日
凌晨，万嘉伟出现呕吐症状，急转
新余市第四医院，急救医生进行开
颅手术。由于病情危重，病人手术
后一直处于昏迷状态，还出现瞳孔

放大等症状。为让万嘉伟得到更
好的救治，脱离生命危险，部队领
导希望将其转到解放军九四医院
治疗。

与死神抢夺生的希望，时间就
是生命！地面“120”耗费时间长，
而且长途颠簸也对病人有着致命
的影响。直升机医疗救援能够克
服地面交通的拥堵与长途颠簸造
成伤害，可进行快速高效远程救援
转运，为生命救治赢得宝贵时间。

3月 27日，金汇通航空中救援
得到消息后派出专用医疗救援直
升机进行救援转运。9时 02分，救
援直升机从南昌市青云谱区洪都

机场起飞，3 分钟后抵达解放军九
四医院，接驳随机医护人员后起飞
前往新余。9时 50分，直升机在新
余体育馆降落。12分钟后，直升机
再次起飞，于 10 时 48 分降落在解
放军九四医院停机坪。

“原本地面‘120’需要4小时时
间，空中救援 106分钟将其快速转
运至解放军九四医院。”此次参与
随机救援的解放军九四医院急诊
中心主任黄强表示，转运总体比较
顺利：“上机后，病人血压有所下
降，我们给他做了紧急的气道吸
痰，清理呼吸道，并调整呼吸机参
数模式，随后病人病情趋于平稳。”

本报讯（记者万仁辉）今年我省
公务员考试报名已持续一周左右时
间，网报将于 3 月 29 日 17 时截止。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3月27日17时，
本次总报名缴费人数达58324人，最
热职位竞争比例达 260∶1。与此同
时，还有167个岗位暂无人报考。

本次我省公务员考试计划录用
5235 人，其中公务员 4371 人，参照
管理单位工作人员 864人。网上报

名自3月20日9时开始，3月29日17
时结束，网上缴费截止时间为 3 月
31日17时。

根据今年我省招考公务员考试
规定，3 月 27 日为报名期间最后一
次对外公布报名数据时间。记者了
解到，截至 3 月 27 日 17 时，总报名
缴费人数达58324人。

从各岗位报名人数看，本次考
试报名呈现“冷热不均”的状态。截

至 3 月 27 日 17 时，共有 12 个岗位
“百里挑一”，其中最热职位为中共
南昌市委宣传部科员岗，竞争比例
达 260∶1。此外，还有 167个岗位无
人报考。

“省考”报名于 29 日结束。有
关专家提醒，按照往年经验，报名最
后两天，每日报名人数或成倍增加，
还在观望的考生要抓紧时间报名，
避免最后两天高峰期可能发生网络

拥堵情况。
值得一提的是，按照本次考试

规定，建档立卡贫困家庭人员和城
市低保人员，可免收考试费用，体检
费由招录机关负担。此类人员报考
时不进行网上缴费，但应于 3 月 28
日前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给省人事考
试中心审核确认。

另悉，报名成功的人员需在 4
月 16 日至 20 日登录报名网站打印

准考证，按照准考证上规定的时间
和地点参加笔试。公共科目笔试时
间为 4 月 21 日。笔试公共科目为

《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和《申论》两
科。定向招录乡镇（场、街道）事业
单位工作人员的职位，笔试公共科
目为《行政职业能力测验》一科。本
次考试不指定考试辅导用书，不举
办也不委托任何机构举办考试辅导
培训班。

“省考”报名明日结束 百余岗位暂无人报考
截至昨日17时 最热职位竞争比例达260∶1

南昌飞新余 再从新余返昌

“空中120”106分钟搭起生命通道
快速远程救援转运 患者病情趋于平稳

野菜扎堆上市 市民享“舌尖上的春天”
价格：香椿每公斤60元 提醒：多吃会伤及脾胃

本报记者 徐黎明 实习生 宁娟霞文/图

下月南昌启动领取养老金资格认证
本报南昌讯（记者万仁辉）3月27日，记者

从南昌市社会保险管理中心了解到，南昌市
2018年度领取养老金资格认证工作于 4月 1日
起开始办理，认证办理对象为 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在该中心已办理退休手续的人员。

根据办理手续，常住本地未办理人脸建模
人员，须本人携身份证前往居住地就近的街道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所办理人脸建模；常
住本地已办理人脸建模人员，可携身份证前往
相关银行网点“刷脸”办理资格认证手续。

此外，常住异地已办理人脸建模人员，须登
录南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办理资格
认证手续；常住异地未办理人脸建模人员，须将

《异地居住退休人员领取基本养老金资格认定
表》寄回南昌市社会保险管理中心办理资格
认证。

南昌市社会保险管理中心提醒，退休人员
若未在规定时间内办理资格认证手续，该中心
将从 9月起暂停发放养老金，待补办资格认证
手续后从次月起恢复并补发养老金。

“创意杯”创客大赛 三作品获一等奖
本报南昌讯 （记者赵影）日前，记者获悉，

为提高学生信息技术应用水平，培养实践能力，
激发创新精神，南昌市第一届“创意杯”中小学
创客马拉松大赛决赛于3月24日在南昌市第二
十三中学举行。

据悉，决赛分为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主
题包括“智能家居”“智能穿戴”“智能医疗”“互
动游戏”四大类，参赛选手通过网络抽签的方式
随机分组，并确定参赛主题。最终，《智能防盗
锁》《探索者多功能手表》《体感钢琴器》三件作
品获本次大赛的一等奖。

首家壹乐园儿童服务站南昌开站
本报南昌讯（记者邹晓华）3月23日，位于

南昌市南昌县塘南镇协成村壹乐园儿童服务站
正式开放体验。该站为南昌首家壹乐园儿童服
务站。

据悉，塘南镇协成村壹乐园儿童服务站是
壹基金在江西共建的5所儿童服务站之一。该
服务站以儿童发展和保护为核心，通过结构化
课程和参与式活动，为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
儿童及受灾儿童提供安全卫生教育、社会心理
支持和儿童发展等服务。站点设有松木图书
室、书画手工室、多功能活动室、社工工作室与
谈心室，将覆盖协成村及周边、昌万公路一带近
千名儿童。

控制建房 保护遗迹
本报南昌讯（记者余红举）3月26日，记者

了解到，南昌县三江镇累计投入200余万元，控
制村民在保护区内建房保护遗迹，有柏岗古遗
址及后万村里的后万古井、双节坊、必大之门、
九爷宅四处古建筑，先后入选全省第六批文物
保护单位名单。

柏岗古遗址是三江镇域内的一处新石器时
代晚期至商朝遗址，占地 3万多平方米。早在
数年前，经常在此处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
代的石刀、石镰、石斧、石锛、石镞及各种纹饰的
陶片，且在山坡下的抚河岸边发现多处蚌壳类
堆积。已有800年历史的后万村凭借深厚的历
史底蕴及优美的风景，获评第二批中国传统村
落、江西省历史文化名村。

“这是犁，是农民伯伯种田用的农耕工具。”
3月20日，黎川县德胜村小的学生来到德胜镇
农耕文化展示馆，参观农耕工具，学习农业知
识。

本报记者 洪子波摄

第二课堂

紧急将患者转往病房。 毛云浪摄

在红谷滩新区一个菜市场，消费者正在挑选野芹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