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樟树讯 （记者邹海斌
通讯员潘诚）“谢谢你们的帮
助。不然，我这条腿可能就废
了。”5 月 22 日，樟树市义成镇黎
墟村村民邓党根含泪感谢送他
就医的两名扶贫干部。

当天上午 9 时许，邓党根帮
太和村贫困户宋青弟拆危房，挑
砖时被一根掉落的房梁砸中右
脚，疼痛难忍，动弹不得。听到
呼救声，正在院门口回访宋青弟
就业扶贫成效的镇政协工作组
干部杨明华和习木根赶紧跑进
来。杨明华立即蹲下身子，在习

木根的帮助下，背起邓党根坐上
了 自 己 的 车 ，往 樟 树 市 中 医
院赶。

经医生检查，邓党根的右脚
粉碎性骨折，需做手术。由于走
得急，邓党根没带钱和社保卡。
习木根赶紧拿出自己的银行卡，
帮邓党根预缴了 6000 元治疗
费。经过 2 个小时的手术，邓党
根转入普通病房住院观察。据
宋青弟介绍，邓党根在他家免费
帮工 2 天，因房梁松动未及时拆
下，导致邓党根受伤，幸好有扶
贫干部帮忙紧急送医。

“小区配套完善，环境优
美，我们非常满意。”5月23
日，在南昌市青云谱区十字街
安置小区6栋2单元28楼，刚
领到新房钥匙的回迁户郇成
芹高兴地说。近日，原南昌市
青云谱区十字街棚户区征迁
户开始回迁安置小区新居，首
批就地安置的857户居民领
取新房钥匙，喜圆安居梦。

作为南昌市2013年旧
城改造实施以来首个竣工交
付的综合性安置小区项目，
青云谱区十字街安置小区总
投资 5.4 亿元，绿化率达
30%，停车位1400个左右，
总建筑面积达 21.5 万平方
米，建有城市综合体、幼儿
园、学校、消防站等公共服务
设施。

本报记者 朱文标摄

喜迁新居
▲刚领到钥匙的回迁户郇成芹带

着亲戚喜看新居。
▼2013年9月所拍摄的南昌市青云

谱区十字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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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彭清华、张启
明、李晓敏）“温老板，给我选三只
鸡，我等会开车来拿。”“好嘞，马
上给你准备好。”一早，萍乡市安
源区青山镇养鸡大户温玉新接
完客户打来的电话后，急忙赶去
鸡舍给客户挑选又肥又大的土
鸡。这是温玉新从车队老板到
转型“养鸡达人”后每天的工作。

5年前，温玉新是一位车队老
板，承包着萍乡城区至青山镇温
盘村这一线路的客车，如今，温玉
新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安源区
生态土鸡养殖协会会长，萍乡城
内随处可见的温哥牌蛋鸡、土鸡
蛋，都是温玉新公司生产的。

作为土生土长的农村人，有
一次温玉新发现，自己住在乡下
都很难买到真正的土鸡。他突
然产生一个想法：养土鸡。通过
多次去外地学习先进经营理念、
管理和养殖技能，2013 年，萍乡
市萍温种养专业合作社风风火

火做起来了。
玉新每天凌晨5点起床，准备

一天三顿的鸡食，细心观察每一只
土鸡的习惯。通过不断认真地学
习养鸡技术，久而久之，温玉新从
略懂皮毛变成了养鸡专家，合作社
也走上正常的轨道。

现如今，萍乡市萍温种养专
业合作社种养基地达 130 亩，种
植油茶、金兰柚、美国红柑、丹桂
等果树1500余棵，果林下土鸡存
栏 1.3 万余只，这些生态土鸡已
注册“温哥”牌商标，获得国家三
品一标无公害绿色认证。

2017年，萍温种养专业合作
社安排了 26 个贫困务工人员。
温玉新组织贫困户进行养鸡培
训，免费提供鸡苗、饲料，养成后
再由合作社统一回购，承诺价格
保底。如今，已有20多户贫困户
免费领养了该合作社的土鸡苗，
每个养殖土鸡的贫困户每年可
增收3000至5000元。

“养鸡达人”
带动村民脱贫

扶贫干部
及时救助受伤村民

生命最后的240分钟
61 岁的的李保春是丰塘村的

文书，也是扶贫最一线的村干部。
对于李保春来说，没什么比

得上工作重要。在他去世当天，
走访贫困户，为光伏扶贫项目选
址，一刻也没有停歇，数天的连轴
运转，即使身体不舒服，也就是自
己吃点消炎药片，稍后又投入到
了工作中……

18日 7时许，李保春与以往一
样，起床洗漱吃早饭，然后骑着摩
托车穿梭乡间，开始了他一天的
工作。

8 时，他赶到乡政府。为帮助
贫困户落实政策，李保春之前接到
乡里电话，要求他到乡政府完善有
关手续。

从乡政府离开已是 10 时 30
分，李保春又和村委会主任李艳
忠、乡农经站站长李水佶、工会主
席芦付水为本村光伏扶贫项目的
选址而奔波。考虑到学校学生多，
存在安全隐患，李保春立马否定了

在学校附近选址的想法。
“然后就独自一人去了山上，

找到一块小平地，认为很适合做光
伏的选址地，分手时快到11时。”根
据村民李国组的回忆，当天李保春
离开学校一个人上山并初步确定
光伏项目的选址。

11 时 30 分，李保春回到家吃
了两片消炎药，说有点头晕。“我们
就赶忙扶着他，然后他整个人就突
然倒了下来，在送到卫生院去的路
上，人就不行了。”李保春的大姐李
大春流着泪叙述着当天中午的情
形，“那天送过来时，已经没有了呼
吸，但我们还是进行了一个多小时
的综合性抢救，很遗憾没有抢救过
来。”对于那天的抢救，刘义栋医生
记忆犹新。

如同过去的无数个上午一样，
4 个小时的忙忙碌碌，如人生般兜
兜转转，却是李保春人生最后的
240分钟。

亲人眼里的“工作狂”
从 1992 年的毛林村到 2005 年

来到丰塘村委会，李保春这位老文
书工作态度和业务能力得到所有
人的认可。

“我和他共事 13 年，他是相当
负责的一个人，一件事情不完成绝
不会停歇。”该村的支部副书记李
国组说起李保春惋惜中带敬意。

也许你不清楚文书是一份怎么
样的工作，文书就是村里的“台柱
子”，写材料、代办杂事都需要文书，
做的事情很杂而且累。新农合、新
农保、大病救助，哪样都离不开李保
春。老人家行动不便，他就上门帮
他办理手续，替他去报账，耐心讲解
政策，能多给老人家报点就多报
点。宁愿自己苦点跑点腿，也不会
让这些老人家吃亏。

李保春以前在村里是有名的
石匠、水电工，但 2016 年以后就没
再做了，扶贫工作忙，也抽不开
身做。

“好多次深夜下楼喝水，都看
到爸爸房间的灯还是亮着，边咳嗽
边工作，每次说叫他去看看身体，
却总是推脱……”在儿子李文皓心

中爸爸一直都是“工作狂”。

村民眼里的“老好人”
李保春的乐于助人在村里是

出了名的。同村吕双娇的丈夫 16
年前去非洲打工，感染了疟疾，晚
上突然发病，是李保春连夜送他去
省人民医院看病。吕双娇丈夫两
天后就去世了，留下了两个不到10
岁的孩子，后事都没钱料理，李保
春不仅帮忙出钱料理后事，还经常
帮助吕双娇做些日常的杂活。本
就不富裕的他，因为好心肠经常去
做些“亏本”的事情，一直是村里的

“憨人”。
“李保春爱帮人，容易和人打

成一片，都喜欢和他打交道，他的
朋友遍全乡，别人有事，便马上放
下碗筷就去帮忙办。”在交往 35 年
好朋友胡国英心里，这个老好人不
应该这样离去。

采访结束，夕阳西下，霞光照着
这个正在走向脱贫的村庄，显得异
常美丽，隔壁邻居家的梨树已经长
出了果实，但李保春再也回不来了。

包丽芬 本报记者 余红举

5月18日，上饶市鄱
阳县珠湖乡丰塘村气温陡
然上升至36℃。这天，丰
塘村李保春去世的消息，
传遍了村子。亲友、同事、
群众纷纷放下手中的碗筷
赶到珠湖乡卫生院见他最
后一面。

李保春所帮扶的对象
吕双娇也一把鼻涕一把眼
泪地赶往医院——“几小
时前，还来我家走访！”

经珠湖乡卫生院刘
义栋医生诊断为心源性
猝死。他的生命永远定
格在 5 月 18 日 12 时 10
分。

生命最后4小时
鄱阳一村干部仍奔波在扶贫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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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雨水降温
本报南昌讯 （记者徐黎明）随着

天气放晴，洪城气温明显回升。这个
周五，最高气温将达 35℃，双休日仍
然难逃雨水的魔咒，不过天气凉爽。

本周以来，南昌气温不高，呼吸
着雨后清新的空气，享受着北风吹来
凉爽的气息，大家都巴不得这样惬意
的天气一直持续下去。然而，本周五，
高温天气将席卷而来，而且一场雨水
也准备就绪。降雨最强的时段是在周
六，周日也有小雨陪伴，气温明显下
降，提醒大家提前做好准备。

25 日，南昌晴，25℃～35℃；26 日
小到中雨转小雨，24℃～32℃；27日小
雨，24℃～27℃。

丈夫坚守岗位 铁嫂现场探班
本报讯（记者余红举 通讯员肖平）5月

16日一大早，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公司赣州
工务段龙南线路工区 12 名职工正在站内进
行日常检查作业。当 K823 次旅客列车到站
时，眼尖的工人突然一眼认出了工长梁维东
的爱人，惊讶地叫了起来。

只见站台上妻子一手抱着已满 1岁 2个
月的女儿，一手拖着大包小包正艰难地走
来。梁维东激动眼里闪着泪花，他一路飞奔
过去：“大老远的，也不打个招呼，我好去接
你。”

今年 28岁的梁维东是陕西人，去年 3月
他孩子出生时，才请了十天假匆匆回家探
望。今年春节，为了让工区弟兄们都回家过
个好年，作为工长的他主动请缨留守班组，
本来打算利用“五一”小长假回家探亲，可临
行之前又因开展防洪设备检查而“泡汤”。
他只好将对妻女的思念和歉疚默默地吞进
肚子里。看到相隔一年多未见面的妻女突
然间站在自己身边，他顿时感觉幸福来得太
突然，意外的惊喜油然而生。

南昌加强考场周边噪声整治
本报南昌讯 （记者陈璋）一年一度的

中、高考日渐临近，为给广大考生营造一个
宁静的备考复习和考试环境，日前，南昌市
城管部门按照环保法规的要求，制定了《2018
年“绿色护考”环境噪声污染专项整治行动
工作方案》，为中、高考顺利进行提供有力的
环境保障。

该方案表示，学校周边和居民生活密集
区金属建材加工点、建筑工地、文化娱乐业
等群众投诉量大的噪声扰民源，是今年中、
高考期间环境噪声污染的执法整治和监控
的重点。为此，执法人员针对上述地点，上
门一对一宣传，告知经营业主注意规范营业
时间，禁止其在午间休息时间作业，以及晚
间 10 时后切割铝材，室内作业也要降低
噪声。

针对群众反映的西湖区一处工地在午
休期间施工扰民情况，执法人员检查发现，
该工地在施工中使用了搅拌机、塔吊等机械
设备，且未办理有关环保午间施工许可手
续。依据相关法律，执法人员责令其当场停
止施工，并对其作出了罚款一万元的行政
处罚。

青原区成“中国下元宵文化之乡”
本报讯 （通讯员彭生苟、卢卿卿）近日，

吉安市青原区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命名
为“中国下元宵文化之乡”。

青原区下元宵节笼统的是指全区农村
在每年农历正月底至二月初二的这一段时
期内，按照多年来的传统习惯，每个村庄自
行确定一天请客送神，开展诸如接大神、喊
船、彩擎、上灯、舞龙、庙会等巡游娱乐、祭祖
送神活动，属于年节习俗。如今，该区充分
利用下元宵这一品牌，大多数村庄组建了舞
龙队，彩灯队等。“到青原过下元宵”成了春
节期间最重要、规格最好的一次亲近乡情、
记住乡愁的活动。

宜黄以水为媒绘生态美景
本报宜黄讯 （通讯员孝平、文兵、刘

剑） 近年来，宜黄县以实行河长制为契机，
以实施水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为抓手，不断
打造生态水利、景观水利新亮点。

为加强水域岸线管理保护，2017 年，该
县投入 1200 多万元对全县 44 家河道采砂场
全部整治到位，实现全县河道采砂“国进民
退”，民营采砂资本全面清退，建立了国有专
营公司统一经营的管理体制，并加强技防手
段，对国有公司经营的采砂点和采砂船实行
24小时GPS和定时视频监控。与此同时，该
县因地制宜治理，打造生态景观，助力全域
旅游。计划投资 3121 万元开展桃陂段宜黄
水综合整治工程，投入2000万元开展了曹水
河综合整治工程。

本报讯 （记者陈璋 通讯员王
纪洪）为实现“数据多跑路，市民少
跑腿”目标，日前，江西省住建厅指
导全省13个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以
解决群众办理住房公积金业务过程
中的堵点和痛点为出发点，不断简
化材料，提升服务效率。目前，全省
各住房公积金中心均相继取消了

“提取和贷款业务办理过程中要求
提供身份证等复印件”的规定。

省直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表
示，将取消提取申请审批表；南昌铁
路局住房公积金则取消商业贷款按
年还贷提取业务办理过程中要求提

供借款合同复印件，取消个人住房
贷款还贷业务办理过程中要求提供
银行对账单复印件。

在南昌，取消的包括贷款业务
办理过程中要求提供身份证、户口
本、婚姻证明、增值税发票、房款收
据、不动产证明等复印件，提取业务
办理过程中要求提供身份证、购房
发票、公证书、法院判决等复印件，
单位业务办理过程中要求提供营业
执照、单位设立批准文件、组织机构
代码证、单位社保花名册、法人身份
证、经办人身份证等复印件。

在景德镇，取消本市内部转移

业务办理要求提供转入单位盖章，
取消第一次办理“按年还贷提取业
务”要求提供上年度银行还贷流
水。此外，第二次及后续办理“按年
还贷提取业务”的其他材料，仅需提
供身份证和银行卡。

萍乡取消提取业务办理过程中
要求提供退休证明、缴存人单位审
核盖章和职工购买新房出具不动产
登记中心的《预告登记证》复印件；
取消贷款业务办理过程中要求提供
借款人与配偶的工资证明及单位承
诺，还有二手房房产评估报告。

鹰潭取消提前结清业务办理过

程中要求提供结婚证、结清证明复印
件；宜春取消行政区域内转移业务办
理要求转移单位盖章、贷款业务办理
过程中要求借款人与配偶工作及收
入证明单位盖章、贷款业务办理过程
中要求借款人与配偶单位承诺盖章。

上饶取消提取业务办理过程中
要求提供存款存折复印件；吉安取
消贷款业务办理过程中要求提供收
入证明，取消提取申请审批表；新余
取消冲贷业务办理过程中要求提供
婚姻关系证明复印件。

抚州取消所有业务办理过程中
要求提供收入证明；取消信贷、提取

申请表（单）的单位盖章；取消单位
或主管单位均在本市范围，公积金
关系转移手续中转入单位的盖章；
主管单位在本市范围以外的，取消
转出转入单位盖章；取消第一次办
理“公积金一年一次提取业务”要求
提供商业银行上年度还贷流水；取
消第二次办理“公积金一年一次提
取业务”原来规定所须提供的其他
程序、手续，仅需提供主贷人身份证
和银行账户信息。

此外，九江、赣州均表示取消提
取和贷款业务办理过程中要求提供
身份证复印件。

让数据多跑路 让群众少跑腿
全省各地办理住房公积金业务取消多项证件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