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安福讯 （记者徐黎
明 通讯员刘丽强）近年来，多
地出现利用仿野生技术种植铁
皮石斛的热潮。5月30日，记者
获悉，安福县的杨子江、柳升禄
独辟蹊径，在杉树上种起了铁
皮石斛，而且获得成功。

铁皮石斛是一种濒危珍贵
药材，古代民间誉为“救命仙
草”，名列“中华九大仙草”之首，
有“药中黄金”之美誉，主要分布
于我国安徽、浙江、福建等地，长
于海拔达1600米的山地半阴湿
的岩石上。

杨子江是安福县横龙镇
人、柳升禄是安福县山庄乡人，
两人在浙江务工期间成为好朋
友。2014 年，两人决定返乡创
业，发展林下经济，经考察，决

定种植铁皮石斛。他们从浙江
引来铁皮石斛幼苗，尝试种在
山庄乡早禾田村的杉树、杉木
上。经 3 年试验，成功在杉树、
杉木上种植仿野生铁皮石斛，
并收获第一批产品。今年，他
们把杉树、杉木仿野生铁皮石
斛种植面积扩大到 50 亩，铁皮
石斛于5月下旬陆续开花，花期
将长达一个月。

杨子江介绍，种植在杉树
上的铁皮石斛是靠吸收杉皮上
的水分、养分等基质而生长的，
可提高产量，保持其原生态品
质，而不会对杉树生长产生
影响。

据了解，安福县仿野生种
植 铁 皮 石 斛 规 模 现 已 达 500
多亩。

独辟蹊径 树上种“仙草”

回归乡村回归乡村

杨子江正在查看铁皮石斛。 通讯员 刘丽强摄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陶渊明的《归
园田居》所描述的正是钟稚鸥如今生活的写照。

10年前，中山大学副教授钟稚鸥退休后来
到彭泽县芙蓉墩镇湖西村，建立了归来山庄。

“山庄以归来命名，意在从都市回归乡村，从
繁复回归简单，从人工回归自然。”钟稚鸥说。她
和当地两村民一起打理这里的菜地、花园、茶园、
果树园、水稻田等。

10年来，归来山庄每季度举办不同主题的
活动，吸引很多游客和全国多所高校学生前来参
观、实践。 本报记者 梁振堂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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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市西湖区绳金塔美食街于
2014 年 9 月开街，开业时人流量巨
大。但经过这几年发展，美食街人
流量有所下降，部分商家还挂起了
转让店铺的牌子。

绳金塔美食街现状已经引起西
湖区政府的高度重视，5 月下旬，该
区专门邀请商户、业主代表与相关
部门召开座谈会，对商家提出的问
题与困难一一做出回复，并承诺尽
快出台相关扶持政策，让绳金塔美
食街重现繁荣。

多个因素影响 美食
街难留客

据悉，绳金塔商业特色街区以
绳金塔景区为核心，南至洪城路，北
至站前西路，西至抚河路，规划面积
393亩，形成“五街、一园、一广场”格
局，即绳金塔街、金塔西街、塔东
街、十字街、前进路 5 条街以及绳

金塔公园和南门广场。一期是由
绳金塔景区及绳金塔街和金塔西
街连接成的“L”型街区，于 2014 年
9 月 22 日开街，已成为彰显赣鄱特
色的“食全食美”美食夜市街。二
期规划范围为前进路、金塔东街、
十字街 3 条街和南门广场，建设以
大型商业综合体为核心，集文化、
旅游、购物、休闲、娱乐、餐饮、居住
为一体，形成商、旅、文融合发展的
历史文化街区。

5月30日下午，记者来到绳金塔
美食街的西街，看到部分商铺挂起
了转让的牌子，人流量与其他部分
特色街区的人流量相比明显不足。

“目前的局面是，节假日人流量
大得超出接待能力，而平常日子的
人流量让人有些心酸。”这是美食街
一家餐饮业主的心声。他告诉记
者，绳金塔商业特色街区一期对商
户业态进行了限制，只能经营餐
饮业。

“这条街比较短，虽然有一些历
史文化景点，但逛一圈就10来分钟，

除餐饮店外，没有其他特色店铺，很
难留住客人。”这是一家旅行社业务
经理对绳金塔美食街的评价。

“这里交通不方便，没有停车的
地方，人流量无法聚集，这是生意不
好的根源。”记者在走访美食街的过
程中，有商家告诉记者，受附近棚户
区改造项目和南昌地铁 3、4 号线施
工工程等因素影响，抚河中路、站前
西路这两条进出绳金塔的主干道常
处于拥堵状态，加上原先同盟村停
车场被拆除，使来绳金塔游玩的车
主进出易遇上交通拥堵、停车难等
问题，新规划的地下停车场又暂未
开建。

说问题提意见 研究
制定政策

“绳金塔美食街部分商户出现
经营困难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绳
金塔管委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2014年9月美食街开街时，制定的政
策是对入驻商户给予 3 年的扶持

期。这 3 年对房租有一定的免租，3
年后租金开始递增。“当时制定 3 年
扶持期是预计2017年二期工程建设
完毕后，绳金塔商业特色街区成型，
形成商、旅、文融合发展的历史文化
街区，能聚拢大量人流。但是，二期
工程进展滞后，加之棚户区改造拆
迁，周边几千户居民离开，带走大量
人流。所以，目前的人流量与开街
时相比少了许多。另外，商铺租金
不再有优惠并开始递增，部分商家
难以承受，无奈退出。”

为吸引客流，留住商家，绳金塔
管委会想了不少办法，如，每个节假
日举办大型文化活动，每晚在绳金
塔景区播放高科技裸眼 3D 秀等。
因受硬件条件所限，日常时段确实
难以像城市综合体一样吸引大量
客源。

“要吸引人流首先要有多种业
态，不能只允许经营餐饮企业，并且
景区范围与内容要有所拓展。”业内
人士告诉记者，只有绳金塔商业特
色街区发展成为“有得看、有得玩、

有得吃”的景区，才能真正吸引、留
住游客。

记者了解到，绳金塔美食街的
现状已引起西湖区委区政府的高度
重视。

5 月 23 日，西湖区政府专门就
绳金塔商业特色街区发展召开座
谈会，常务副区长主持的座谈会邀
请了近 20 家商户、业主代表与相
关部门参加，让大家畅所欲言，说
问题、提意见。针对大家提出的问
题，西湖区常务副区长陈奕蒙从停
车场建设、吸引客源、设施维护、招
商推介以及节假日活动开展 5 个
方面积极回应了商户、住户的诉
求，并承诺近期研究制定出《绳金
塔商业特色街区招商工作方案》，
大 力 推 广 并 发 展 好 该“ 国 字 号 ”
街区。

“我们区已经在拟定出台相关
扶持政策，降低商户的营运成本。”
绳金塔管委会负责人表示，这体现
了西湖区政府对绳金塔美食街的
重视。

开业3年后人流量下降 部分商家有意转让店铺

绳金塔美食街如何重现繁荣
西湖区将研究制定相关扶持政策

本报记者 蔡颖辉

南昌一装配式建筑安置房项目开工
本报南昌讯 （记者余红举）5 月 30 日，

记者获悉，采用 PC 装配式建筑的安置房项
目——南昌市罗家镇殷王村安置房开工建
设，预计6月底完成土方工程，并开始进行基
础施工。整个吊装部分预计在今年 10 月份
正式开工。

据悉，不同于平常的房屋建筑现场浇筑
方式，殷王村安置房项目是江西省推进 PC
装配式建筑试点工程。在保障安全的同时，
缩短了建设工期。该项目总投资约12亿元，
总用地面积约 184 亩，总建筑面积约 40 万平
方米，可安置2642户，工期24个月，预计2020
年建成并交付使用。项目建成后会使城市环
境面貌大大改观，居民生活环境也更好。

抚州高新区实行证照免费包邮服务
本报抚州讯（记者李耀文）为深化“一窗

式”审批服务模式改革，提供更高效、更便民
的服务，抚州高新区行政服务中心自本月 15
日起，全面实行办结证照免费包邮服务，群众
足不出户就可以收到高新区行政服务中心快
递到家的证照。

据悉，凡申请人在抚州高新区行政服务
中心综合收件窗口，或通过网上办事大厅，申
请办理抚州高新区区直部门、驻区单位权限
内的审批业务，均可选择办结证照免费快递
送达服务。证照办结当天，由行政服务中心
使用政务邮件专用信封寄出，收件人可凭
EMS快递单号短信息，实时查询邮件送达情
况，减少了来回取证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
本。该服务自 4月 20日试点推出后，已免费
寄出22本《工商营业执照》和13本《不动产权
证书》，受到办事人员的欢迎。

晒图露行踪 法官精准擒“老赖”
本报上犹讯（记者陈璋 通讯员温强强）

“我怎么也没想到，微信朋友圈发信息也能被
找到，看来这个钱不付是不行了。”近日，上犹
县人民法院拘传失信被执行人罗某后，罗某
发出叹息。

2014年 10月 3日，罗某因经营需要向陈
某借款 1 万元，并约定借款利息及还款时
间。借款到期后，陈某多次催讨无果，无奈之
下诉至法院。经法院判决，罗某于判决生效
后十五日内清偿本金 1万元，并从 2014年 10
月 3 日起按月利率 13‰计付利息给陈某，利
随本清。判决生效后，罗某仍未履行判决，陈
某只好申请强制执行。

然而，罗某玩起“躲猫猫”，执行法官多次
前往罗某家中，发现其行踪不定，无功而返，
且未发现其有新的可供执行的财产，案件执
行陷入僵局。

为找到一直躲避执行的罗某，申请人陈
某另外注册了一个微信号，添加罗某为好
友。加上好友后，陈某一直关注其朋友圈动
态。近日，陈某向执行法官提供线索，罗某刚
在微信朋友圈中晒出其在某农家乐饭店吃饭
的照片，而且还有定位。执行法官迅速出警，
将失信被执行人罗某拘传至法院，案件得到
成功执结。

南昌县重奖休闲农业项目
本报南昌县讯 （记者范志刚 通讯员胡

雪萍）近日，南昌县印发了《南昌县全面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发展扶持办法》（以下简称

《扶持办法》），县财政每年安排不少于 5000
万元扶持乡村振兴产业项目发展，休闲农业
项目是奖励的重点方向。对符合奖补条件
的，该县将采取直接补助、先建后补、以奖代
补等方式按年度进行奖补。

根据该《扶持办法》，该县将对符合国家
产业政策和南昌县农业产业发展规划、生态
环境保护要求的休闲农业投资建设项目进行
奖补，主要包括新型农业综合体项目、现代农
业示范园项目、现代农业冷链物流项目、农业
生态观光项目、生态高效现代种养业项目
等。奖补范围从企业用地、固定资产投入、自
主研发所获发明专利，到创建优质品牌和产
品、企业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等 10 多
项，奖补金额从5万元到100万元不等。据介
绍，此次奖补范围和力度相比以往都有了较
大提升，特别是针对企业用地方面有了具体
的奖补标准。

据悉，作为全国乡村旅游和休闲农业示
范县，南昌县目前共发展休闲农业大户 434
户，并拥有 3个国家级、10个省级、19个市级
休闲农业示范点。该《扶持办法》的出台，将
有利于进一步促进该县休闲农业的发展，助
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钟稚鸥正在打理花园。

▼制作蜂箱。

上栗特色法庭打造司法便民快车
本报上栗讯（通讯员王继金、欧阳林）近

日，上栗县“借贷法庭”正式挂牌成立，这是继
该县设立“花炮法庭”“家事法庭”“保险法庭”
后，新成立的又一特色法庭。

上栗坚持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为契机，
结合县情和老百姓反映的突出问题，创新法
治方式，在乡镇打造一批专业领域审判的特
色法庭。这类特色法庭的成立，使司法为民、
爱民、亲民不断具体化，促进社会安定和谐。

5月30日，刘星明正躺在病床上
休息。5月29日晚，新余市一小区发
生一起入室盗窃案，两名保安挺身
而出，勇擒小偷。在追击过程中，保
安班长刘星明被捅数刀，经抢救已
脱离生命危险。

两保安勇擒小偷受伤

5 月 29 日 23 时，家住新余市一
小区的李女士在手机上发现，家里
监控探头在移动，她怀疑家中有小
偷，马上赶回家来到物业岗亭，向保
安求助。正在值班的保安陈连洪听
到消息后，与保安班长刘星明一起

前往李女士家中查看。
李女士轻轻开门后，听到屋内

有翻箱倒柜的声音。她随即与两
名保安商量并退到门口报警。此
时 ，小 偷 有 所 察 觉 ，于 是 准 备 逃
跑。刘星明和陈连洪迎面上前，小
偷掏出匕首连捅刘星明数刀，陈连
洪额头也被划伤。眼见小偷要逃
走，陈连洪伸腿将其绊倒在地。刘
星明不顾伤势，反扭小偷手腕，将
其按在地上。

刘星明与陈连洪拼命压在小偷
身上 20 多分钟，直到民警赶到现
场。新余市公安局仙女湖分局仰天
岗派出所陈警官告诉记者，民警赶
到现场时，保安已将嫌疑人控制，其
中一名保安血流不止。

刘星明与陈连洪随即被送往新
余市人民医院救治。

英雄行为感动市民

5月30日上午，记者来到新余市
人民医院，见到了躺在病床上的刘星
明。据主治医师介绍，刘星明已脱离
生命危险，伤情有待进一步观察。

谈起事件过程，刘星明说：“当
时没想那么多，也不害怕，一心只想
赶紧抓住小偷，我也不知道被捅了
几刀，也没觉得痛。”

刘星明的家人事发后接到电
话，半夜赶到医院。

在妻子张福秀眼里，刘星明是
模范丈夫。“他待人真诚，家里家外

的事抢着干。前段时间我父母在新
余住院十多天，他一下班就到医院
陪护，我父母直夸他比儿子还好。”
张福秀哽咽着说，没想到父母刚出
院，他又住院了。

在刘星明的病榻前，他的姐姐
和妹妹忙前忙后。她们向记者透
露，他们的母亲已80多岁，患有糖尿
病，为了不让母亲和他即将参加高
考的儿子担心，刘星明受伤的事情
还暂时瞒着他们。

事发小区物业黄经理称，刘星
明在公司 5 年，工作认真负责，是优
秀员工。“他非常热心，经常帮老人
搬米、扛重物。”

刘星明见义勇为的行为感动了
新余市民，不少人到医院看望。仰

天岗办事处、天工居委会、物业公
司、业主代表等纷纷送来鲜花、营养
品及慰问金，大家的关心让刘星明
热泪盈眶。

刘星明勇擒小偷受伤的消息在
微信朋友圈流传后，不少新余市民
自发捐款。

新余市民杨先生看到消息后非
常感动，他捐了100元。他说：“这么
有责任心的保安是业主的幸运，他
在关键时刻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
出，为他点赞！”

新余市民张先生看到消息后，
特意来到医院看望刘星明，并送上
鲜花和2000元慰问金。“保安勇擒小
偷精神可嘉，这种见义勇为的行为
值得我们学习。”

保安班长身中数刀仍紧紧压住小偷
与另一保安合力擒贼 英雄行为受新余市民点赞

谭 奔 本报记者 邹晓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