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昌天气 黎明播报

2018年5月31日星期四JIANGXI DAILYC2 城 事 ■ 责任编辑 彭 平 朱 华 美术编辑 刘济海

“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
际，奉新县偏远山区柳溪乡开展
了一系列关爱活动，让当地近 400
名少年儿童在欢乐祥和中喜迎自
己的节日。

与往年不同的是，针对其中
20 名特困儿童，该乡镇为他们准
备了精美的“六一”礼物，还组织
20 余名党员干部志愿者进行重点
走访慰问，和他们一起玩游戏，与
他们谈心，使他们心灵能感受到
来自家庭之外的关爱与温暖。

据了解，柳溪乡这20名儿童基
本上系农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
孩子，他们中有的父母一方病故，
或伤亡，或患有重病、残疾，主要由
爷爷、奶奶或亲朋照料，身心健康
发育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今
后，该乡及奉新县“乐行公益”组织
将常态化为他们开展心灵关爱活
动，让他们从中汲取健康成长的
力量。

5 月 25 日，记者随同柳溪乡党
员干部志愿者前往柳溪学校，走
访慰问张振喜（化名）、胡明晨（化
名）等其中部分儿童。13 岁的张
振喜长得结实、帅气，与记者交流
时，他总是低着头，腼腆地笑笑，
不愿开口说话。而他面对他家结
对帮扶干部即柳溪乡党委书记吴
望军时，脸上的笑容格外灿烂，尽
情地聊他在学校遇到的开心事及
学习情况。

吴望军告诉记者，去年他成为
张振喜家的结对帮扶干部后，几乎
每周都会去该男孩家走访，与之谈
心。起初，该男孩见到他就躲，与

他相处熟了之后，才敞开心扉与他
交流。在一次促膝长谈中，张振喜
谈到自己的成长状况时曾紧紧抱
住他的肩膀哭，久久不愿松手。那
时，他愈加意识到，这些儿童急需
社会各界给予心灵抚慰和关爱、加
强心理教育，他们才能进一步成长
为身心健康的有用之材。

10岁的胡明晨则明显乐观、坚
强，面对生人到访毫不拘束。他自
豪地向记者介绍，他是家中顶梁
柱，砍柴、挑水等家务活全是一人
包揽。采访中，他领着记者进入学
校边上的竹林，随手搬动一根直径
30 余厘米、重量达 20 公斤的干枯
毛竹，娴熟地将毛竹最重一头扛在
肩上。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奉新县
乐行公益联合会志愿者杨达还和
胡明晨建立结对帮扶。从去年
起，杨达每年资助他 1200 元，直到
他初中毕业。待他读高中后，杨
达与“乐行公益”其他志愿者还将
加大资助力度，共同帮扶他能顺
利考上大学。

胡明晨奶奶唐名菊告诉记者，
胡明晨有时比较贪玩，比如节假
日他在家中长时间看电视。此
时，她往往对孙子说，“你不听话，
是不是会让杨达叔叔，还有乡里
的那些叔叔、阿姨失望？”胡明晨
会立即蹦起来，关掉电视，乖乖地
端碗吃饭，然后翻开书包做作业。

柳溪学校校长彭来根表示，根
据这些孩子的特点，结合趣味性游
戏，寓教于乐，学校有选择性地开
展心理咨询、辅导等活动，培养他
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
价值观。

本报记者 童梦宁文/图

给山区孩子送去关爱和温暖
本报记者与奉新志愿者一起开展公益活动

为迎接“六一”儿童节，江西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携手南昌师范
学院和塘山镇谢家村社区的志愿者们27日组织了小创客公益创意
市集活动，孩子们的作品用于义卖，所得善款捐赠给贫困地区小
伙伴们。 本报记者 张晓欣摄

创意市集 爱心义卖

本报安义讯 （记者刘斐）“谢
谢叔叔阿姨们赠送的礼物，我都

等不及要看书啦！”5月30日，
“六一的礼物”暨“名著小书

包”公益慈善项目首场捐
赠仪式在南昌市安义县乔

乐乡前泽小学举行，该校全
体239名学生接受了捐赠。

据悉，“六一的礼物”暨“名
著小书包”公益慈善项目由中华
社会救助基金会、南昌市文明
办、南昌市安义县人民政府、南
昌市豫章小学和南昌市崛美公
益发展中心共同主办。捐赠仪
式上，南昌市豫章小学 16 名学
生，安义县乔乐乡前泽小学全体
学生共同表演《三字经》《千字

文》节选诵读。
“本次‘名著小书包’全部捐

赠款项来源，是豫章小学的同学
们用自己的压岁钱募捐而来。”南
昌市豫章小学副校长邓仁俊介
绍。南昌市崛美公益发展中心副
秘书长李丽丝对“名著小书包”项
目愿景及实施进展情况进行了详
细介绍，随后，嘉宾现场为前泽小
学全体学生捐赠了 239 个名著小
书包和239套书籍。

据悉，“名著小书包”项目面
向乡村中小学生，以年级或学校
为单位捐赠，一人一个“名著小书
包”实施全覆盖，旨在帮助孩子们
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健康成长；
项目分年级实施，把“名著小书

包”的推荐书目分为五个阶段，分
别是小低版、小中版、小高版和初
中版、高中版，每个阶段 12 本，60
本名著经典组成“家庭小书柜”，
实现随手阅读。项目实施三个多
月，通过“名人站台、广泛合作、活
动造势、广告强推”四项举措，迅
速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与
积极参与。

南昌市崛美公益发展中心
副秘书长李丽丝表示，2018 年
是“ 名 著 小 书 包 ”探 索 试 验 之
年。作为项目发起单位的南昌
市崛美公益发展中心，预计通过
3 年的努力，力争让“名著小书
包”走出江西，惠及全国的留守
儿童。

本报南昌讯（记者陈璋）5 月
29日，碧桂园南昌区域志愿者协会
联合南昌德济爱民公益协会走进湾
里区立新小学，陪他们提前欢度“六
一”，组建爱心图书室和爱心体育
室，并给孩子们精心上了一堂课。

南昌立新小学位于湾里深山

区，全校仅有 5 名学生，皆为生活
贫困的留守儿童，是典型的“袖珍
学校”。从南昌市区出发，到了梅
岭镇，再沿着蜿蜒崎岖的山路行
驶 20公里才能看见立新小学。59
岁的校长高自仁身体并不好，走
路需要拐杖，但却已在深山里坚

守教育 41 年。他告诉志愿者，学
校环境艰苦，体育器材和课外图
书匮乏，学生家庭贫困、性格内
向，需要更多的社会关怀。而看
着新组建的图书室和体育室，5名
孩子也纷纷露出笑容，希望以后
每年都能有新的书籍。

“名著小书包”惠及留守儿童
安义239名孩子获捐赠

志愿者走进“袖珍学校”

5月 30日，孩子们在
宜春学院体验大学生的舞
蹈训练。当日，宜春学院
举行庆“六一”“青少年手
拉手，共成长心连心”活
动，100余名山里娃在支教
大学生们的陪伴下，感受
大学教育。

本报记者 邹海斌摄

名著小书包捐赠仪式名著小书包捐赠仪式。。通讯员通讯员 李李 龙摄龙摄

雨势升级 凉爽宜人
本报南昌讯（记者徐黎明）30日，

我省中北部迎来新一轮强降雨，南昌
也下起了中雨，31日雨势升级，可达大
到暴雨级别。儿童节当天开始天气转
好，最高气温仍在 30℃ 以下，清爽
宜人。

经过连续多日雨水的洗礼，洪城
的气温格外的凉爽，空气湿度较大，野
外的花草树木也显得格外清新。5 月
31 日，南昌大到暴雨转小雨，21℃ ～
24℃；6 月 1 日阴转多云，19℃～27℃；
2日多云，20℃～28℃。

本报南昌讯（记者万仁辉）5月30日，南昌
市教育局公布《南昌市加强中小学校应急救护
培训工作实施方案（2018-2020 年）》。按照相
关要求，到 2020 年底，南昌市各学校具备一名
应急救护师资。

南昌市教育局提出，2018 年至 2020 年期
间，每年9月30日前，各学校与南昌市红十字会
协作完成教职员工总数 10%的救护员培训、学
生全员普及培训和一次以上应急救护演练
活动。此外，各校班主任、体育老师、校医、青
年教师要全部参加救护员培训，确保学校的合
格救护员人数至少达到学校班级数。

在普及培训方面，南昌市提出，中、小学生
根据年级分层次、有步骤地、选择性地安排部分
应急救护知识进行普及教育，培训时长与培训
内容相适应，一般为2－4学时。高中学生结合
军训开展应急救护培训，争取每个学生掌握心
肺复苏和创伤救护基本技能。

南昌加强中小学校应急救护培训

受伤穿山甲被救治放生
本报宁都讯（记者邹晓华 通讯员赖晓梅）

5月29日下午，在宁都县莲花山自然保护区内，
该县森林公安局民警与林业局野生动物保护站
工作人员将一只成功救治的穿山甲放归大
自然。

宁都县森林公安民警告诉记者，这只穿山
甲约 1.75 公斤，是两位 90 后青年柯文超、宋宝
源捡到的。5月 28日晚 11时，两人在宁都县赖
村镇的一处工地维修挖掘机下班时“偶遇”这只
穿山甲，当时发现它的右后脚受了点伤，就先抱
回家简单救治。因为知道穿山甲是国家二级保
护野生动物，他们第二天就打了电话报警，然后
将穿山甲送到了宁都县森林公安局。经野保站
专家救治后，5月29日就将穿山甲放生了。

法院强制腾房 公证参与执行
本报南昌讯（记者陈璋）抵押贷款后，夫妻

俩拒不归还贷款，抵押房产内物品又被其他债
主强行搬空。近日，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首
次引入公证机构参与执行，依法维护申请执行
人的合法权益。

2014 年 1 月，某银行依约向张某发放贷款
170 万元。贷款到期后，因张某夫妻未按时归
还欠款，银行将对方起诉至法院。判决生效后，
张某夫妻仍未履行其义务，银行遂向法院申请
强制执行。经过多方努力，执行法官仍无法与
张某夫妻取得联系，但通过调查，得知因张某夫
妻欠债多，抵押房产内物品已被债主全部搬
空。为了顺利拍卖房屋，避免日后出现纠纷，经
过商议，法院决定引入公证机构参与执行。

5 月 15 日上午，东湖公证处指派 3 名公证
人员参与此次清房，对法院强制执行过程进行
现场监督，因屋内物品已经被其他债主清空，无
须清点搬离，公证人员遂对全屋进行了录音录
像并拍照，并出具工作记录，做好了证据保全工
作。随后法院对房屋进行了查封。

曝光违法信息 管好非机动车
本报南昌讯（记者余红举 通讯员黄欣）近

期数据表明，青山湖区非机动车辆交通违法数
量呈明显下降趋势，从 3月份的 260条减少至 4
月份的107条，下降幅度为58.8%。

据了解，青山湖区打破以往非机动车辆交
通违法管理模式，区综管办联合各镇、村、社区，
在醒目位置安装交通违法抄告栏 531 块，曝光
非机动车违法人员信息和违法行为，让民众自
觉遵守交通规则。同时，针对辖区内的关键路
段、关键时间点，利用手持终端，引进“互联
网+”执法手段快速锁定目标，提高执法效率。

第一步，公司业务员冒充第三方
女性通过微信、QQ摇一摇加陌生人
为好友，通过微信聊天向受害人发布
虚假信息，诱导受害人进行投资。一
旦发现受害人有所心动，就会趁机介
绍平台中所谓的组长、客服给受害
人。

第二步，由组长或客服与受害
人联系，介绍产品，并让受害人通
过支付宝或微信转账至指定账
号上，业务员仍以第三方继续与
受害人聊天，与组长或客服唱双
簧，进而由主管（顾问或组长）、分析
师（或老师）诱导受害人投资。

第三步，分析师通过后台操控，让
受害人先小赚一笔，进而诱导受害人投
入更多资金。当受害人投入大量资金
后，便进行后台控制，使受害人亏损并
无法提取现金，从而达到诈骗目的。所
骗资金通过微信转账充值等方式，层层
转至主要犯罪嫌疑人的个人账户。

一是在聊天
工具中尽量不要
与陌生人聊天，
不要透露个人身
份信息，如家庭
情况、职业、收入
等，不给犯罪分
子可乘之机。

二是投资需
谨慎，特别是网
络金融投资要理
性，不要贪小便
宜，不要相信天
上会掉馅饼。

三是要保存
好相关证据，如转
账凭证、聊天记
录，一旦发现被骗
应及时报警。

诈
骗
步
骤

5 月 25 日，遂川县公安局在抚州
市公安局高新分局和黎川县公安局
的协助下，捣毁两个诈骗犯罪窝点，
破获一起特大网络诈骗团伙案。5月
30日，遂川警方向记者披露了案件侦
破始末。

1 月 14 日，遂川县泉江镇王某到
遂川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报警称，其
在 卧 龙 商 城“ 炒 美 金 ”被 骗 50000
元。遂川县副县长、公安局局长罗
敏强获悉案情后，指示要有经营大
要案理念，端窝点、打链条，确保主
要涉案人员全部到案，并多次召开
案件分析会，指导破案。经该案分
析研判，民警发现以张某为法人代
表的抚州卧龙贸易有限公司和黎川

乐投投资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具有重
大嫌疑，且涉案金额较大，涉案人员
较多。

经侦查发现，上述两公司由经
理、分析师、客服、财务和若干业务员
组成。在查清该诈骗团伙的组织架
构、诈骗方式和两个诈骗窝点具体地
点后，5 月 25 日，遂川县公安局副局
长罗晓凌带队赴抚州，现场指挥抓
捕。当日 9 时，在吉安市公安局技术
部门、抚州市公安局高新分局和黎川
县公安局的协助下，先在黎川县将嫌
疑人张某抓获，并切断张某与外界的
联系。随后，民警将位于抚州市高新
区和黎川县的两个诈骗窝点捣毁，当
场抓获 63 名嫌疑人，扣押作案电脑

115 台、作案手机 59 部。经审查后，
教育释放3人，取保候审1人，其他59
人于25日晚押解回遂川县，并被依法
刑事拘留。

经初查，该网络诈骗团伙涉案金
额500余万元，被骗人员达上百人，涉
及多个省市。

据悉，该起特大网络诈骗案主要
有以下特点：诈骗团伙以公司为幌
子，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由经理、分
析师、客服、财务和若干业务员组
成。遂川县警方提醒，预防此类诈
骗案件，关键是要识别案件特点，增
强自我保护意识。遂川警方将加大
审 讯 力 度 ，积 极 为 受 害 群 众 挽 回
损失。

遂川县警方摧毁一诈骗团伙

防范网络投资诈骗 警方支高招
梁路峰 本报记者 邹晓华 如何防范

山里娃
“上大学”

近日，奉新县组织开展“小手拉大手，文
明路上一起走”主题宣传活动，确保垃圾分类
知识入脑入心。 本报记者 余红举摄

垃圾分类 从小做起

5月29日，上
饶师范学院明德
儿童戏剧社送戏
来到方志敏家乡
漆工镇湖塘村，为
英雄故乡的孩子
们献上了一台独
具特色的儿童绘
本剧《我的幸运一
天》。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严若虚严若虚摄摄

儿童戏剧社送戏进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