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址：南昌市红谷中大道1326号邮编：330038电话总机：86849114 自律热线：86847458广告部：86849125广告经营许可证：3600004000008 发行中心：86849176总编办：86849545出版部：86849226经济部：86849086零售：每对开张0.70元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国外代号：D898
政教部：86849270理论评论部：86847291都市新刊：86849999副刊部：86849116文体部：86849195记者通联部：86849289 86849045 86849395（传真）摄影部：86849056新媒体部：86849474夜班编辑室：86849790声明:本报记者稿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摘编，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

投稿 文字 jxribao@vip.sina.com
邮箱 图片 jxrbsyb@vip.sina.com

要 闻 ■ 责任编辑 熊亚光 陈化先

2018年5月25日 星期五JIANGXI DAILYA4

记者：上午大概看了多少病人啊？
卢广兰：快40个了。
记者：每天都这么多人吗？
卢广兰：差不多吧，多的时候五六十个。现在二胎开

放了，高龄孕妇多，有并发症的也多，产检的频率大，所以
我们也更忙了……

卢广兰急匆匆地脱下工作服，准备去食堂吃饭，但迎
面来的患者，让她把刚脱下的衣服又赶忙穿上，继续回到
位置上帮患者检查。“我们医生的午饭，常常是需要抢时间
来吃的。”卢广兰笑着说。

在忙碌中接受采访的医生，是南昌县妇幼保健院围保
科科长卢广兰。作为南昌县最大的产科医院，这里每年有
上千名新生儿出生。二胎政策放开后，医院的接诊量比往
年增加了近两成。从早上8点到中午12点，卢广兰的诊室
里，就诊患者就一直没断过。

无论工作多忙，卢广兰都是满脸笑容、语气平缓，悉心对
待每一个孕妇，为人亲和加上技术娴熟深受同行与孕产妇的
赞赏。2014年9月，她荣获江西省妇幼健康服务技能标兵称
号，2015年3月荣获江西省五一劳动奖章。

许多年前，临近高考时，由于亲戚的病逝，让年少的卢
广兰有了从医的志向。2004年 9月，卢广兰又以优异的成
绩通过事业单位考试，考入南昌县妇幼保健院，成为一名
妇产科医生。

“当时，我是医院的第一个本科生，所以在工作中我都

带着这份压力和责任，认真细致做好每件事。”卢广兰回忆
说。“第一次接生我就遇到了突发情况，心里没底生怕孩子
出问题”。后来的事实证明卢广兰是多虑的，正是她过硬
的业务能力才使得宝宝可以脱险。

卢广兰说：“从那以后我就意识到我面对的是什么，我
的工作是为了谁。”从医12年来，卢广兰积极参加各种技术
学习和岗位培训，并注重学习后的消化、吸收，不断提升业
务能力，她双手迎接过近千个小生命的降生，没有一起事
故。2014年，凭借优秀的业务能力，她通过县级、市级再到
省级三级妇幼健康技能围产保健专业竞赛，获围产保健个
人成绩第一名，并代表江西队参加全国妇幼健康技能竞赛
赢得个人优秀奖。

“卢医生，我现在可以吃甲鱼吗”“卢医生我现在可以适
当运动吗……”下班之后，卢广兰还要在她组建的“线上孕
校”微信群里回复孕妈的各种问题。此外，她还通过卫计志
愿者活动、参与杏仁医生公益平台将自己的所学回馈社会。

面对生命，卢广兰总是感到压力与责任，她总是严格
要求自己，努力做一个呵护生命的忠实卫士。

卢广兰：呵护生命的忠实卫士
本报记者 郁鑫鹏 通讯员 李 悭

本报上高讯（记者余红举 通讯员方
盐）“法庭工作处于矛盾纠纷一线，是化解
诉讼纠纷的前沿窗口。”上高县人民法院
着力做好司法服务工作，制定三个“三分
之一”工作法，鼓励法官多下基层，少坐
机关。近两年来，该院人民法庭共审结
案件1465件，一审息诉率在95.5%以上。

据了解，前两年上高县人民法院通
过窗口“一站式”全程服务及“诉调对
接”模式，让当事人可以在中心完成除
开庭之外几乎所有的诉讼事务，提升为
民服务水平。“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易建锋表示，这两年，该院摈弃“形式主
义”，首重可行性，扩大“司法为民”服务
半径。结合自身实际，制定制度务实可
行，不搞花架子，做不到的坚决不进制

度。该院出台规定，制定三个“三分之
一”工作法，即驻庭工作时间不少于三
分之一、辖区乡镇巡回时间不少于三分
之一、院机关工作时间不多于三分之
一。利用制度，“赶”着法官下基层，打
通司法服务“最后一公里”。

与此同时，该院以提高审判质效为
出发点、以便于群众诉讼为原则，采取
驻庭办案、巡回审理、机关开庭相结合
的工作方法，通过巡回审判、判后答疑，
实现“审理一案、教育一片”效果，深入
参与乡村社会治理。并在工作开展过
程中总结经验杜绝“大化”“虚化”、分析
不足敢于“揭丑”“亮短”。2 年来，通过
分析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梳理、改进工作
建议15条。

多下基层 少坐机关

上高法院让诉讼服务零距离

近日，峡江县金坪民族乡果业基地脆蜜桃挂果飘香。近年来，峡江县积极引
导农民因地制宜种植杨梅、蜜桃、翠冠梨等林果5万亩，成为农民增收的“绿色银
行”。 特约通讯员 曾双全摄

5月20日，由上饶市体育局主办，上饶市自行车运动协会承办的上饶“灵山杯”山地自
行车挑战赛暨江西省第十五届运动会自行车选拔赛在灵山景区开赛。参赛选手环绕秀丽
的灵山景区骑行角逐，体验绿色骑行带来的激情与惬意。 本报记者 林 君摄

八角楼、黄洋界、湘赣边界前委和特委旧址、湘赣边界
党的“一大”旧址……坐落在井冈山脚下的大陇供电所，辖
区内有多处红色宝地。

大陇供电人弘扬红色传统，牢记初心和使命，他们的足迹
遍及辖区的每一处山岭，为6000余户客户送去光明，并以优
异的成绩创建了国家电网公司五星级乡镇供电所。

一张“民情地图”
“我屋里冇电哩，来帮我看看？”大陇供电所所长廖琨接

到赤岭70多岁的曾石古打来的电话。廖琨与台区经理迅速
到达曾老家里，通过检查发现是刀闸的问题。简单处理后，
电灯亮了。廖琨还在红色小本写着：“赤岭曾老家刀闸烧坏，
不能长期使用，5日内要更换到位。”

这本红色小本是廖琨保管的一本“民情账本”，记录着
每个台区的孤寡老人、烈士后代、帮扶对象。

从2013年7月上任以来，廖琨绘制了一份独具特色的“民
情地图”。134个台区，每个台区对应一张地理接线草图，具体
到每户人家，家庭及有关用电信息，都详细作了标注。

“有了这个地图，辖区的供用电情况一目了然，对我们
实施精准服务有帮助。”廖琨说。

以创建国家电网公司五星级乡镇供电所、“全能”供电
所等活动为契机，大陇供电所不断创新服务手段。他们将
辖区26个村分成8个网格，每个网格配备1名台区经理，人
员一专多能，服务一次到位。

2015年以来，大陇供电所通过官方平台转派的故障报
修工单持续下降，线损连续 3年下降，优质服务“零投诉”，
交出了一份“供好电、服好务”的出色答卷。

一份红色传承
走进大陇供电所，独具特色的党建品牌文化扑面而

来。依托小院办公场所因地制宜打造的宣传长廊、文化走
廊、活动室，贯穿了“星火燎原，四色争辉”的主题。践行

“红色使命”，打造“绿美家园”，培育“蓝领工匠”，倡导“金
色品质”，用每个人立足岗位奉献的“星星之火”，聚合成为
助推老区快速发展的“燎原”动能。

神山村就是一个生动的样本。
为了配合扶贫攻坚，同时满足当地发展旅游产业的需

求，2016年，大陇供电党员服务队在这里大干数月，对神山
村实施电网改造升级。“需要迁移和新增的电杆32根，将线
杆全部迁上山，有的需要人抬，有的要靠绞磨机，一根电杆
1000公斤，光是立杆就用了1个多月。”廖琨回忆，那真是一
场苦战。

经过改造后，神山村的供电面貌焕然一新。新增 100
千伏安变压器一台，扩充一个供电台区，户均容量由 1.11
千伏安提升至 3.22 千伏安，供电半径由 780 米缩减至 330
米。全村月均用电量已从4000千瓦时增长至9000千瓦时。

守卫光明，守护初心，大陇供电人传承的井冈山精神，
如五月盛开的杜鹃绽放。

守护初心 守卫光明
张明明 本报记者 刘佳惠子

骑行角逐

本报南昌讯 （记者范志刚 通讯员
龙昆）针对辖区外来务工人员多的特
点，南昌市东湖区文化部门加快公共文
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他们量身定做
公共文化活动，按需供给公共文化服
务，让这些“新东湖人”有了满满的文化

“获得感”。
据统计，东湖区现有流动人口约3.3

万人。为了掌握这些外来务工人员对
文化活动的需求，该区文化部门特别设
计制作了外来务工人员文化活动需求
调查表，并以社区为单位进行调查摸
底。经过梳理，发现他们普遍关心“子
女教育”“劳动技能培训”“真正融入城
市”等问题。

群众的需求就是工作的努力方
向。在梳理完调查结果后，该区文化部
门经过专门研究，为其量身定做活动，
按需供给服务。在子女教育方面，专门
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开“小灶”，为他们
免费提供文化艺术培训服务，并配备了
专门的文化辅导员，一大批外来务工人
员子女因此而在文艺方面有了一技之
长。在农民工劳动技能培训方面，利用
豫章绣、赣发绣等省级非遗项目，帮助
女性外来务工人员实现就业或创业。
为了让外来务工人员真正融入城市，该
区文化部门则通过举办多姿多彩的文
化活动，让“老东湖人”与“新东湖人”在
歌声中交流，在舞步中融为一体。

量身定做活动 按需供给服务

公共文化供给侧改革惠及“新东湖人”

本报铜鼓讯 （记者骆辉 通讯员刘
巧、邱桀）近日，铜鼓县2018年新引进的
42 位高端人才完成入职手续，正式上
岗。自2016年实施引才计划以来，该县
共引进100名高学历紧缺专业人才。

该县重点针对教育卫生、扶贫开发、
生态环保、旅游等领域推出优惠政策，制
定搭台培养、服务保障、责任落实三项举
措，以最优政策、最佳平台、最好服务引

才育才用才留才。凡引进的人才聘用为
事业单位干部的，配偶享受随迁政策；在
事业单位管理岗位表现优秀、公认度高
且满两年的提拔为副科级，并优先调任
公务员；在学校、医院从事专业技术岗位
的，每人每月额外发放特殊津贴，在职称
评定及聘用上优先考虑；全面安排保障
性住房，实现人才公寓拎包入住，个人购
买住房的给予安家补助。

铜鼓县三年引进百名高端人才

首届九江茶文化旅游节举行
本报九江讯 （记者何深宝）5 月 23

日至24日，第五届庐山问茶会暨首届九
江茶文化旅游节在九江举行。该项活
动以“弘扬茶旅文化，助力乡村振兴”为
主题，旨在把茶产业与旅游产业结合起
来，促进茶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

此次活动由中国茶叶流通协会、江
西省农业厅、九江市人民政府主办，是
2018 年中国（南昌）国际茶业博览会的
重要内容，包括评茶、品茶、论茶等内
容。据了解，全国各地 230 多家茶企参
加了此次茶叶评比活动；北京、上海、广
东等地 10 多家知名旅行社派出人员实
地考察了九江秀美风光，与九江开展茶
路之旅合作，以茶兴旅，以旅促茶，让九
江茶农更富、茶企更强、茶乡更美。

本报兴国讯 （通讯员黄志勇、钟庭
根）近日，县级创新发展研究院在兴国
成立，并围绕县域的创新体系、新材料
产业创新、数字科技和乡村振兴等方面
开讲了首届兴国论坛。目前，创新发展
研究院已经与 12 家企业、8 家商会达成
了战略合作意向。

兴国创新发展研究院作为一个人
才荟萃、智力集中的新型研究机构、社
会组织，将立足兴国，服务赣南，辐射国
内外为基本思路，设立综合办公室、战
略规划部、战略投资部、科技开发部四
个常设机构，科教文卫、产业发展、军民

融合和合作投资三个大组，并按照有的
放矢、相时而动、专业横向交叉、机构竖
向管理的模式，推动兴国在各领域的发
展。该院是兴国创新发展的高端智库，
是集科技服务、科研评价及科技成果转
化等于一身的综合性平台，也是把愿望
变为行动，把智慧变为企划，把企划变
为项目，把项目推向前进的平台。研究
院将长期与国内外知名高校、科研机构
进行合作交流，并按照政府、企业、社会
的需求，为合作对象提供高科技含量的
服务项目，促进县域经济、文化、教育、
医疗等各方面的发展与建设。

创新发展研究院在兴国成立

金溪建成香精香料特色小镇
本报金溪讯（通讯员何莉）近日，我

省首个香精香料特色小镇——金溪县香
谷小镇建成并开放。

香料香精产业是金溪县一大优势产
业。全县有香料香精企业近60家，已形
成天然、天然等同和合成香料三大系列、
200 余个品种，天然香料总产量占到全
国四分之一份额，其中天然芳樟醇等樟
科类产品拥有全球市场定价话语权，占
到全球用量的80%。在建设特色小镇过
程中，该县坚持“芳香产业+古香文化+
清香生态”的建设理念，以“香产业、香文
化、香生态”为主题，建设集听香、闻香、
观香、识香、制香等为一体的香谷小镇，
促进特色小镇旅游文化创意产业蓬勃发
展。目前，香谷小镇成为金溪县对外宣
传的新窗口、招商引资的重要平台、产业
总部的聚集地、工业旅游的示范区。香
谷小镇占地面积4300亩，是我省第一批
特色小镇。

青原建设 陂旅游集聚区
本报吉安讯 （通讯员万春风、肖莉

华、刘茂林）今年以来，吉安市青原区围
绕“山水林田路，镇村城景房”的思路，
投入资金 1.7 亿元，对渼陂古村水环境
进行治理，修复水生态，建设水景观，让
古村焕发新颜，建成渼陂旅游集聚区，
推动全域旅游发展。

该区严格实行“一项目一个区领导
牵头，若干个部门抓落实”的项目推动
责任机制，加快推进富水河沿线综合提
升工程建设，整治两岸村庄环境，修建
亲水游步道 4.2 公里，完成 3D 裸眼秀等
表演、互动体验灯光工程，扮靓“夜渼
陂”；按照景观设计，建设拦河大坝，治
理古村 28 口水塘，发展水上游乐项目；
依托古村，规划建设 2000 亩田园综合
体，完成富渼房车营地、樱花村、动植物
造型等建设，打造集研学、民宿、娱乐为
一体的研学基地。

美氵

本报永丰讯 （通讯员刘学武、吕九
根、吴泽军）今年以来，永丰县在脱贫攻
坚工作中创新推出“精神扶贫”，教育引
导贫困群众树立不甘贫困、自立自强精
神品质，克服“等、靠、要”思想。

该县报刊、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
手机报等新媒体开设了《脱贫视角》、

《聚焦脱贫》、《致贫曝光台》等专题专
栏，深入报道一批在脱贫攻坚中自强自
立克服困难主动脱贫的典型人物事迹
和一批“因懒致贫、因赌致贫、因婚致
贫、因子女不赡养老人致贫”等贫困典

型。同时，驻村工作队还以2017年度脱
贫攻坚“奋进奖”“作为奖”脱贫故事为
内容，以村为单位，深入贫困户家中，开
展“讲故事、疏心结、找路子、奔小康”谈
心活动；县剧团创作的一批脱贫攻坚的
小戏、小品赴各乡镇巡回演出；以“传播
家庭美德”为主题的“好媳妇”评选工
作，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为根本的“星级文明信用户”等评选活
动也正在如火如荼进行，此外，还有针
对性地对贫困户开展种植、养殖等领域
的技能培训服务。

永丰“精神扶贫”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

5月23日，新干县洋峰街道干部职
工在浏览廉政文化长廊。该街道在办公
楼前设立廉政文化走廊，让干部群众在
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熏陶。

通讯员 周宇君摄

峡江，别称玉峡，因其处于赣江要
冲，地势险要，江面狭窄，因而得名。我
省有史以来投资最大的水利工程建设
项目——峡江水利枢纽工程，就坐落在
峡江之上。历时17年，峡江水利枢纽工
程从前期规划到竣工验收，承载着赣鄱
儿女的梦想。如今，工程正式运行，新
的音符在这里奏响。

5月 23日，记者一行走入吉水县水
田乡孔巷移民新村。新村背靠大山，面
临赣水，几百栋房屋错落有致，飞檐翘
角，青砖黛瓦，处处显得雅致。

走进新村，可以看到学校、卫生所、
休闲广场、村级活动中心等公共设施。
在广场，年近六十的胡振东正在运动器
械上锻炼身体。闲聊得知，搬迁之前，他
们一家住在土坯房，那里经常闹水灾，种
的庄稼也常常颗粒无收，两口子索性去

了县城打工。“搬迁后，现在住着 100平
方米的新房，宽敞舒服，孩子也大了，我
们不出去打工，就在家里享清福。”

孔巷新村只是峡江库区移民的一个
缩影。峡江库区整个移民涉及吉水、峡
江、吉安、吉州、青原5县（区）、18个乡镇、
112个行政村，吉水县承担了90%以上的
库区移民任务。该县用两年时间，通过百
村竣工、乔迁安居、库区清理等方式，完成
100个移民新村建设、2.3万移民的搬迁安
置，特别是19个移民贫困村中的2190名
移民贫困人口，通过移民实现了由“搬迁”
到“变迁”、从“扶贫”到“脱贫”的转变。

走出新村，进入记者眼前的是一亩
亩规整的绿油油水田。田间，处处是弯
腰忙农活的身影。

峡江水利枢纽工程建设总指挥部
总工刘祖斌告诉记者，峡江水利枢纽工

程创新性地开展了抬田工程，即将水库
浅淹没区域的耕地高程抬高至高于水
库正常蓄水位 0.5～1.0m，并对抬高后
的耕地配套田间工程，完善农田灌排条
件，使被抬高后的耕地满足农业生产要
求。“抬田面积高达3.7万亩，全国最大，
是实实在在‘一抬多赢’的民生工程。”

几个数据最能说明情况：按照移民
搬迁后确保每人 0.8 亩耕地面积，抬田
共减少 3万移民外迁；按照移民安置人
均征用土地 74 平方米计算，抬田减少
222 万平方米的新增征地面积；耕地征
用补偿、移民搬迁投资、基础设施投资、
移民安置征地等投资，抬田直接节省
22.4 亿元；同时，抬田使得本来永久淹
没的2.39万亩耕地得到永续利用。

记者还在一份“富口抬田试验”数据
中看到，经过连续3年的试验发现，抬田

后第一年粮食产量略有下降，第三年趋
于正常（接近未抬田水平）。刘祖斌告诉
记者：“由于抬田工程保持了土壤水肥，
改善和提高了田间灌排条件，我们有信
心，抬田工程会使农田稳产、高产。”

随后，记者一行还走入同江电排站
等峡江水利枢纽工程主体工程。目前，
峡江水利枢纽工程可使下游南昌市防
洪标准由 100 年一遇提高到 200 年一
遇，赣东大堤的防洪标准由50年一遇提
高到100年一遇；多年平均发电量11.44
亿度，现已超 30亿度；改善上游航道 65
公里，并为下游两岸沿江农田灌溉和应
急补水创造条件。

流水急湍，峡江依旧奔腾。运行中
的峡江水利枢纽工程，犹如巨人保卫着
赣鄱儿女的安康，成为富裕美丽幸福现
代化江西的一道生动掠影。

玉峡放歌
——探访峡江水利枢纽工程

本报记者 游 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