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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鸡西走进南昌邀游客
本报南昌讯（记者龚艳平）5月24日，黑

龙江省鸡西市主办的以“凝望兴凯湖·打造国
际旅游都市”为主题的夏季旅游产品推介会
暨招商引资会在南昌举行。推介会上，主办
方推介了独具魅力的夏季旅游产品，邀请南
昌市民前往休闲度假，体验“清凉一夏”，感受
大东北不一样的风情。

据介绍，作为祖国东北边陲的旅游城市，
鸡西市拥有兴凯湖、乌苏里江、珍宝岛湿地、
珍宝岛等丰富的旅游资源，近年来推出了休
闲养生度假游、边境异国风情游等特色旅游
产品，旅游产业发展迅速。推介会上，两地旅
游部门签署了旅游合作框架协议，旅游企业
开展了合作洽谈。

省环境监测中心站下月对外开放
本报南昌讯（记者陈璋）日前，省环保厅

公布了新一期“环境监测设施向公众开放日”
的活动实施方案。6月6日，江西省环境监测
中心站将对外开放，热心环保事业、身体健康
的市民可报名参加。

本次活动采取预约报名的方式，有意参
加的公众或团体要下载报名表，并于6月1日
前发送至报名邮箱。省环境监测中心站将对
报名信息进行审核。活动限定名额为30人，
先报先得，超出人数不予接待。

届时，参加群众可在当天上午 9 时 10分
到达省环境保护厅监测楼登记信息，之后进
入实验室参观并听取讲解。在举行完公众交
流会后，于11时30分结束活动。

婺源绿茶获茶叶博览会金奖
本报婺源讯 （记者徐黎明 通讯员吕富

来）日前，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茶叶博览会上传
来好消息，由婺源林生实业有限公司选送的
林生牌婺源绿茶从近千个参评茶样中脱颖而
出，荣获金奖产品。

婺源产茶始于汉晋，唐朝就已成为全国
重点产茶区，是“绿丛遍山野，户户飘茶香”的
著名产茶之地。婺源现有茶园面积 18.8 万
亩，其中 60％分布在平均海拔 300至 1000米
的峡谷山地之中，孕育出了婺源绿茶“汤清、
汁浓、香高、味醇”的优异品质。

7年“零采伐”铜鼓龙门森林
覆盖率98%

本报铜鼓讯 （记者余红举 通讯员宋徐
莉）铜鼓县龙门生态公益型林场加大环境保
护力度，这 7 年“零采伐”，截至目前，森林覆
盖率高达98%。

据了解，该场对所有党员干部实行生态
设岗，设立生态管理岗、宣传岗、维护岗和执
勤岗。同时，加强林政巡山力度，新安装监控
探头25个，并联合官山保护区龙门辖区龙门
保护管理站和带溪森林派出所对偷盗乱伐破
坏野生动物等行为进行重点打击，全力加大
打击盗伐林木等违法行为。从2011年以来，
全面实施封山育林和天然林限伐工作。目前
全场封山育林 7.2 万亩，占全场山林面积的
96%。如今，场部周边经常有野生猕猴出入，
它们采集树上的野果，嬉戏打闹玩耍。随着
生态环境的改善，游客一年比一年增多，今年
前4个月，龙门游客同比增长32%。

在外创业成功，毅然返乡决心开发家乡
旅游资源。经过10余年建设，一个穷山村成
了知名的休闲游景点，不仅家乡环境美了，村
里的乡亲们也靠着这美好家园富裕起来。

每个双休日，南昌市新建区溪霞风景旅

游管理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施国平都很忙。
游览观光长廊、攀爬怪石吸氧、水上游玩、吃
农家饭……他精心打造的怪石岭生态公园近
年来受到越来越多的市民和游客青睐。

施国平是土生土长的溪霞人，生于斯长

于斯。14 岁就开始在外打拼的施国平当过
铁匠，从事过建筑业，卖过木材，创办过洗涤
公司。然而就在事业风生水起时，他毅然离
开还在盈利的洗涤行业，一头扎进了从没接
触过的旅游业。当时，施国平这一决定遭到
了所有朋友的反对。但是，朋友的反对并没
有动摇施国平的决心。“我选择返乡创业并
非是一时头脑发热，在准备投资前，我对周
边环境、旅游市场前景都做了详细的考察和
认真的研究分析。”施国平坦言，对家乡百姓
的挂念是促使他回乡创业最重要的驱动
力。“当时，村民的主要收入都来源于外出务
工，我想通过发展一个业态来改变当地的就
业环境，拓宽村民的收入来源。”施国平说。

与大多数创业者一样，施国平的再次
创业路走得异常艰难。从 2006 年到 2011
年，五年间，施国平的旅游项目一直处于
投入状态。账上的钱用完了，施国平就开
始卖房子，到了最紧急的时候，他甚至找
朋友借钱。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施国平的苦心经营
下，昔日一片荒地、野猪频现的乱石岗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怪石岭生态公园不仅
建设出一条蜿蜒 4 公里的观光长廊，还有可
供游客攀爬健身的怪石部落。在自然生态
和游玩项目外，怪石岭还集住宿、餐饮、拓展
等项目于一体，这里已成为南昌市民进行休
闲农业游的首选地之一。怪石岭景区先后

被评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全国休闲
农业与乡村旅游五星级示范企业”“全国休
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江西省AAAA乡
村旅游点”“江西省农业产业化省级龙头企
业”“江西省休闲农业示范点”等，成为南昌
市民旅游休闲的好去处。

自己的创业梦实现后，施国平并没有忘
记当年创业时许下的诺言，他拒绝了投资商
巨额收购的诱惑，反而贴钱鼓励农户发展农
家乐，实现脱贫致富。施国平说：“我当时给
了村民一个承诺，三年内，只要开一家农家
乐，我就资助其 1 万元。”在他的鼓励和资助
下，景区沿线的农家乐从最初的两三家，发展
到现在的50余家。这些点缀在绿水青山间带
着浓郁乡土气息的村民自办餐饮服务设施，
不仅成为村民收入的重要来源，也与溪霞的
休闲农业产业相互补充促进。

富了自己，帮了村民，2016年底，施国平
还获得了“全国旅游系统劳动模范”荣誉称
号，不过最令他高兴的还是村里的变化让越
来越多在外务工的年轻人选择回乡创业。

石咀村陈定何是第一个在景区路边开
农家乐的本村人，自 2011 年开办以来，不仅
建起了楼房，还建有停车场。每到旅游旺季
的时候，一家六口人忙不过来，还得请好几
个帮工，比在外面打工强多了。他的两个儿
子以前都在外面打工，现在都回来在农家乐
帮忙。

创业成功返乡开发旅游资源

山村变景点 乡亲共致富
本报记者 蔡颖辉文/图

本报讯（记者赵影）为减少青少年溺
水伤亡事故的发生，增强青少年的安全防
范意识，提高其安全防范能力，南昌市妇
联自 5 月初以来广泛发动各县区结合实
际，大力宣传防溺水安全常识。据了解，
南昌县妇联合南昌国仁公益服务中心，在
南昌县各个青少年关爱之家开展防溺水
主题讲座。截至目前共开展讲座53场，服
务青少年 1950 名，预计到月底开展 65 场
防溺水讲座，服务青少年预计超过 2500
人。进贤县妇联携手志愿者深入村社、学
校发放防溺水宣传单，广泛宣传防溺水知

识。青山湖京东镇通过在社区各个角落
悬挂防溺水宣传标语，深入学校、幼儿园
举行“珍爱生命 远离危险水域”主题活
动，全方位、多角度地提高群众防溺水意
识。新建区石埠镇妇联在石埠镇龙岗小
学开展预防溺水安全教育活动。通过现
场活动，让学生掌握野泳危害的知识。活
动后，给同学们发放防溺水宝典和救生圈
等装备100套。经开区在所辖社区广泛开
展防溺水安全宣传活动，金牧社区开展

“珍爱生命 预防溺水”夏季防溺水安全教
育讲座活动，金丰社区向过往的居民讲解

防溺水安全知识，鸡山村开展“安全第一，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从我做起”为主题的
防溺水教育活动，青岚嘉园社区开展青少
年“防溺水”安全教育主题课堂，通过现场
演练急救、自救方法、教同学们制作防溺
水手抄报，让孩子们掌握了自防自救的知
识，让安全教育真正落在实处。

据悉，该市广泛开展防溺水宣传教育
活动利于切实加强家长对青少年的安全
教育与监护，增强居民的自身安全意识、
自救意识以及自我防范能力，为孩子的平
安成长筑起安全防护网。

新华社南昌 5 月 24 日电 （记者袁慧
晶）由江西省红十字基金会发起的“一家一
个救生圈”项目近日走进南昌县莲塘镇街
上村，为100户村民家中送去救生圈，同时
开展防溺水知识小课堂，拉起夏季青少年
的防溺水“安全线”。

记者了解到，南昌县作为 2018 年“一
家一个救生圈”项目全省地市发放的第一
站，选择了靠近水域且留守儿童较多的街

上村。本次“一家一个救生圈”项目共计
在南昌周边县区发放300套专业救生圈设
备，分布在 4 个乡镇（街道办）的 7 个沿
湖村。

江西省红十字会有关负责人介绍说，
江西是暴雨洪灾多发地区。各级红十字
会、红十字救援队在救援中发现，无论是
城镇居民还是滨湖村庄，家中均未配备基
础的水灾逃生设备，群众自救能力有限。

“一家一个救生圈”项目发起于去年，旨在
提高群众防灾减灾能力，增强青少年水域
安全防范意识，最大限度地降低溺水事故
的发生，保障群众生命安全。

据悉，江西计划利用三年时间，针对
鄱阳湖区域及赣江流域水患易发乡村，免
费发放 10万个专业救生圈和 10万册防溺
水宝典，实现防溺水设备及宣教户户到
门、村村覆盖。

预防溺水安全知识

1.应在成人带领下游泳，学会游泳；
2.不要独自在河边、山塘边玩耍；
3.不去非游泳区游泳；
4.不会游泳者，不要游到深水区，

即使带着救生圈也不安全；
5.游泳前要做适当的准备活动，以

防抽筋。

★溺水时的自救方法

1.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
呼救；

2.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
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
力丧失，等待救援；

3.身体下沉时，可将手掌向下压；
4.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

岸时，立即求救。如周围无人，可深吸
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
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缓解抽筋。

★发现有人溺水时的救护方法

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物抛给
溺水者，再将其拖至岸边；若没有救护
器材，可入水直接施救。接近溺水者时
要转动他的髋部，使其背向自己然后拖
运。拖运时通常采用侧泳或仰泳拖运
法。

特别强调：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
水，不能贸然下水营救，应立即大声呼
救或利用救生器材。救人也要在自己
能力范围之内。

★岸上急救溺水者方法

万一发生同学溺水的情况，切
莫贸然下水救人，应马上呼喊大人
施救。

1.将溺水者救上岸后，立刻撬开牙
齿，迅速清除溺水者口、鼻中的污泥、杂
草及分泌物，保持呼吸道通畅，并拉出
舌头，以避免堵塞呼吸道；

2.将溺水者举起，使其俯卧在救护
者肩上，腹部紧贴救护者肩部，头脚下
垂，以使呼吸道内积水自然流出。但不
要因为呛水而耽误了进行心肺复苏的
时间；

3.如溺水者呼吸和心跳均已停止，
应头向上做胸外心脏按压
和人工呼吸，并尽快联系
急救中心或送去
医院。

本报本报讯讯（（记者记者徐黎明徐黎明 实习生实习生宁娟霞宁娟霞））上上
周末一场强对流降水天气带周末一场强对流降水天气带来的影响刚刚消来的影响刚刚消
除除，，新一轮强降雨天气又将来临新一轮强降雨天气又将来临。。气象部门气象部门
预计预计，，55 月月 2525 日晚上至日晚上至 2626 日日，，赣北和赣中北赣北和赣中北
部有一次较明显对流性降水过程部有一次较明显对流性降水过程。。

省气象台介绍省气象台介绍，，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强降雨主要集中在2525日日
晚至晚至2626日日，，赣北和赣中北部局部有暴雨赣北和赣中北部局部有暴雨。。2727
日全省阴天有小雨日全省阴天有小雨，，局部中雨局部中雨，，部分地方伴有部分地方伴有
强对流天气强对流天气。。预计预计2525日晚上至日晚上至2626日日，，赣北和赣北和
赣中北部的部分地方可伴有强雷电赣中北部的部分地方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短时强
降水和八级以上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降水和八级以上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受弱冷空气南下影响受弱冷空气南下影响，，2727日我省气温下日我省气温下
降降，，偏北风加大偏北风加大，，赣北江湖水面和平原河谷地赣北江湖水面和平原河谷地
区阵风区阵风 66～～77 级级；；气温下降气温下降，，过程降温过程降温 33℃℃～～
55℃℃，，日平均气温赣北由日平均气温赣北由 2626 日的日的 2727℃℃～～2929℃℃
降至降至 2727 日的日的 2323℃℃ ～～2525℃℃ ，，赣中和赣南由赣中和赣南由
2828℃℃～～3030℃℃降至降至2424℃℃～～2626℃℃。。

气象部门提醒气象部门提醒，，部分地区可能出现八级部分地区可能出现八级
以上雷雨大风以上雷雨大风，，要提前做好危旧房屋要提前做好危旧房屋、、户外广户外广
告牌告牌、、临时构筑物加固临时构筑物加固，，加强水上交通安全管加强水上交通安全管
理和雷电防护理和雷电防护。。同时应加强防范大风和强降同时应加强防范大风和强降
水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水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大风和强降水造大风和强降水造
成的中北部柑橘异常落果成的中北部柑橘异常落果、、设施大棚损毁设施大棚损毁、、烤烤
烟品质下降等气象风险较高烟品质下降等气象风险较高，，要提前做好防要提前做好防
范工作范工作。。

今晚起赣北及赣中北部有明显今晚起赣北及赣中北部有明显
对流性降对流性降水天气水天气

周日气温下周日气温下降明显降明显

“面对生死考验，心底的勇敢和善良，在
瞬间变成奋力地一跃。”5月 19日 17时许，为
营救不慎失足落水的同学，浮梁一中高二
（12）班学生王奥斌不幸牺牲。人的生命有轻
于鸿毛，有重于泰山。王奥斌舍己救人的感
人事迹，迅速传遍了瓷都大地，催生了一股股
新的向上、向善的力量。

5 月 19 日下午，和多名同学在昌江河边
游玩的王奥斌，突然发现一名同学不慎落入
了湍急的河水中。看见不会游泳的同学面临
生命危险，王奥斌迅速脱掉衣、鞋，毫不犹豫
地跃入水中。王奥斌用双手从十几米外托扶
着同学，快靠近岸边之际，在他人的帮助下，
同学被顺利救上了岸，而王奥斌却因体力消
耗过大不幸消失在滔滔河水中。

此事发生后，由浮梁县公安、消防、教体
局、人防蓝天救援队等单位和当地渔民组成的
救援队伍，迅速赶到现场展开救援。因事发现

场水流急、水道深、范围广，搜救工作异常困
难。直到 20日中午，在搜救人员的共同努力
下，王奥斌的遗体才终于被打捞上岸。浮梁一
中副校长万晓辉含着泪说：“被打捞出水的那一
刻，王奥斌的双手仍保持着托举救人的姿势。”

王奥斌的悲壮离去，引起了许多人的追
思。“奥斌性格活泼开朗，学习努力，集体荣
誉感强，不仅担任了班上的体育委员和篮球
队队长，还曾多次获得学校‘优秀共青团员’
等荣誉称号。”王奥斌的生物老师万银霞说，
在怀念他的同时，我也为有这样一位学生感
到自豪。“奥斌在关键时刻舍己救人，一点也
不奇怪。”王奥斌的同学邓文杰告诉记者，王
奥斌一直都乐于助人，平时只要有人找他帮
忙，他都会丢下手里的事，先去帮助别人。
23日，在浮梁一中篮球场上出现了感人的一
幕。该校校园篮球赛开赛前，多个班级的篮
球队队员，自发地在篮球场上集体为王奥斌

默哀。
“王奥斌见义勇为的精神是浮梁人的骄

傲，是所有人学习的好榜样；小英雄一路走
好，人们都会记住你。”连日来，王奥斌舍己救
人的感人事迹，也引起了成千上万网友的关
注。人们在缅怀王奥斌的同时，纷纷为他身
上的正能量点赞。“关键时刻，是善良和乐于
助人的品格，促使奥斌选择了舍己救人，这主
要得益于他有着良好的家庭教育。”万晓辉介
绍，王奥斌的父亲王树辉是一名退伍军人，在
黄坛乡参加工作后，因为带队勇擒 4 名持刀
抢劫的犯罪分子，曾于 1998年被评为县市两
级“见义勇为”先进个人。

近日，浮梁县教育体育局下发了《关于向
见义勇为好学生王奥斌学习的倡议书》。目
前，浮梁县已经掀起了一股向王奥斌学习的
热潮。市县两级党委、政府也给王树辉一家
送去了关怀慰问。

花季少年水中救人不幸牺牲
记者采访发现，父子两代都是见义勇为英雄

南昌加强青少年防溺水宣传教育活动

“一家一个救生圈”防留守儿童溺水

本报记者 王景萍

相 关 新 闻

怪石岭生态公园内的农家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