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1日，东湖区举办少儿京剧
专场演出，青蓝少儿京剧社的“梨园
小将”接连表演《盗库银》《铡美案》
《空城计》等经典剧目，举手投足间
尽显戏剧功底，赢得现场观众阵阵
掌声。

本报记者 徐 铮摄

本报南昌讯（记者余红举）6月1日，作
为南昌采茶戏的发源地——南昌县塔城乡
文化礼堂到处洋溢着少年儿童的歌声与笑
脸。孩子们用优美的舞姿、圆润的唱腔表演
了《说唱南昌县》，拉开了“传唱经典戏曲，争
创美德少年”采茶戏专场演出活动序幕。

近年来，塔城乡注重传统文化的传承

传播，塔城乡文化站、塔城乡中心小学借助
青少年关爱之家设置了采茶戏兴趣班，现
规范学习学员30多人，广泛聘请塔城乡凤
岗采茶戏传承人、专业采茶戏演员进行教
学，面向全乡百余名小学生进行传统文化
熏陶，观看采茶戏演出、课间播放采茶戏戏
剧广播、课余了解采茶戏历史。其中，编排

的特色采茶戏《说唱南昌县》多次登上舞台
表演，成为塔城中心小学展现活动特色的
标志性节目之一。

此外，塔城乡文化站邀请县文化馆及
县剧团的老师、志愿者来为学生义务授课、
排练，还同县文化馆结成手拉手对子，定时
送戏送课进校。

▲小演员在表演京剧《卖水》选段。
◀小演员的表演引来市民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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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茶戏进课堂

刘 宏 本报记者 邹晓华

近日，走进乐安县御造葫芦文化发展有
限公司丁国武的工作室，只见一件件造型独
特、工艺精美的葫芦工艺品琳琅满目。然而，
让人难以相信的是，这些葫芦工艺品，并不是
人工雕琢出来而是从土地里“种养”出来的。

“这种葫芦叫范制葫芦，是先设计雕刻实
物模型，制作好模具。完成育苗后，将幼小葫
芦放置模中，经天然生长，待其秋后成熟。长
出各种具有艺术特色的葫芦艺术品，俗称‘模
子葫芦’。”正当记者纳闷时，丁国武的一番话
让人豁然开朗。

丁国武自幼酷爱美术和国学文化。2000
年从部队退伍后，曾南下深圳求学雕塑技艺，
后北上天津师从中国宫廷画研究会副会长爱
新觉罗·松石先生。因一次偶然机会与范制
葫芦结缘后，便潜心研究中国传统葫芦文化
及葫芦种植工艺。

范制葫芦作为传统宫廷秘技，以清中期
道光年间为盛，在南方一直鲜有种植。为保
护和传承范制葫芦传统文化，2004年，丁国武
返乡，将葫芦种植基地由天津迁至家乡乐
安，开始了范制葫芦南方种植的大胆尝试。

在位于乐安县牛田古樟林风景区旁丁国
武的葫芦种植基地里，呈现出一派生机盎然
的景象。一排排碧绿的葫芦苗架整齐划一，
一个个“葫芦器”错落悬挂于藤蔓之下。“在
南方种植范制葫芦尤为艰难，其制作工艺
烦琐，种植技术复杂，对环境、气候、土壤等方
面的要求极高。赶上好年景，成品率也只有
不到三成，甚至会遇到过几乎绝收的情况。
可谓千金易得、一葫难求。”丁国武一边给小
葫芦“穿”模具一边感慨地说。经过多年的摸
索和实践，范制葫芦南方种植技术趋于成熟，
葫芦种植生产基地也由原来的不足 3亩扩展
到现在的30余亩。

厉害了
葫芦也能种成工艺品

葫芦工艺品。通讯员 刘 宏摄

南昌天气 黎明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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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南昌讯 （记者万仁辉）《南昌市 2018
年城区小学升初中免试就近入学招生录取办
法》（以下简称《办法》）于近日公布。据悉，南
昌市城区初中学校招生学区范围于6月4日公
布。6 月 5 日起，该市城区民办学校网上招生
录取平台开始接受报名。

对口直升范围扩大
南昌市城区小升初招生录取工作坚持“一

人一籍、籍随人走”原则，同时按照公办义务教
育学校学区范围内生源认定次序排序办法确
定生源类别，依生源类别先后分批次招录，坚
持“两个一致”优先原则。

根据南昌市教育局要求，今年南昌市城区
小升初学生网上报名暨信息采集按两类生源
情况进行，即城区小学毕业生经所在毕业学校
集体报名，城区户籍外地回昌的小学毕业生和
非我市城区户籍符合随迁子女条件的小学毕
业生经相关区教科体局（办）同期受理报名。
每位小升初学生只能凭借其本人身份证号注
册产生唯一报名暨信息采集序号。

《办法》提出，南昌市城区小升初按公办初
中学校和民办初中学校两种渠道实施网上招
录。其中，公办初中入学对象由两种方式确定，

即划分学区范围入学和对口直升入学。
需要注意的是，在经开区、高新区继续推

行初中学校对口招收学区范围内小学毕业生
的基础上，今年南昌市小升初对口直升入学范
围扩大到在其他城区部分九年一贯制学校，其
中具体包括东湖区滨江学校、扬子洲学校，西
湖区团结路学校，青云谱区青联学校、南昌三
中青云谱校区，青山湖区义坊学校、湖坊学校，
红谷滩云溪学校、生米中学，经开区桑海中学
等18所。

拆迁户子女租赁地入学生源
就近统筹安排

搭户、空挂户生源就近统筹安排，非住宅、
非直系亲属间共有的房产生源就近统筹安排，
随迁子女申请城区入学缺少有效证明生源指
定初中学校就读，拆迁户子女租赁地入学生源
就近统筹安排，招生学校超容量生源就近统筹
安排……

《办法》要求，南昌市城区、开发区（新区）
应综合考虑本行政区域内适龄儿童少年的数
量和分布状况、学校布局、办学规模、交通安全
等因素，按照就近入学原则，为辖区内每一所

义务教育学校合理划定招生学区范围，确保具
有本市户籍的儿童少年、外来人口随迁子女按
照生源类别依序进入学区学校接受义务教育。

据悉，符合条件的城区地铁建设拆迁户、
棚户区（旧城）改造拆迁户及其他因国家建设
需要的拆迁户子女，对选择在被征收人租赁房
屋附近入学的，相对就近统筹安排义务教育学
位。此外，凡提供假房产证或不动产权证、假
户口本等虚假证件的，一经发现，该适龄儿童、
少年由教育部门按照就松不就紧的原则统筹
安排义务教育学位。

7月3日起第一批次录取公布

根据《办法》，今年南昌市城区民办初中学
校招生通过市教育考试院网上招生录取平台
进行，实行网上报名时间统一、面谈时间统一、
录取时间统一。其中，学生网上报名时间为 6
月5日至6月12日。

记者了解到，6 月 4 日，南昌市教育局公
布 2018 年城区初中学校招生学区范围。6 月
22 日至 6 月 23 日，小学毕业学校须按规定适
时召开家长会，告知初中学校招生学区范围、
入学资格复审所在初中学校、复核入学资格

所需材料及要求。根据南昌市教育局有关要
求，小学毕业生家长须携带该生，持家庭户口
簿、合法常住固定住所证件、小学毕业证等有
关材料，按照划定的学区范围或指定的学校，
前往招生学校参加小升初入学资格复审，办
理相关手续。

结合小升初学生资格复核结果，南昌市教
育考试院将按类别先后分批次进行初中学校
新生录取。今年南昌市公办初中学校招生具
体录取批次为：第一批次，7月3日-9日（7月5
日-7日录取新生报到和注册）；第二批次，7月
27日-8月2日（7月29日-31日录取新生报到
和注册）；第三批次，8 月 26 日-9 月 1 日（8 月
28日-30日录取新生报到和注册）。南昌市适
龄残障儿童入学报名时间为8月15日。

南昌市教育局要求，初中学校按本校实际
招生批次录取名单，通知和组织新生报到注
册。初中新生家长（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应携
带该生，持初中入学通知书，在规定的期限内
前往录取学校办理报到注册手续。各初中学
校应督促报到注册新生登录小升初系统进行
网上报到确认。小升初系统双确认截止时间
按批次分别为 7 月 9 日、8 月 2 日、9 月 1 日
17时。

5 月 22 日早晨，樟树市经楼镇经楼村党
支部书记黄金荣，像往常一样开着一辆三
轮车来到村里。现年51岁的黄金荣，在村委
工作20多年，担任村党支部书记15年，工作一
直勤勤恳恳，兢兢业业。

“黄书记本来有一辆小汽车，但他为了便
于走田间、进地头、入农户，就新购买了一辆三
轮车。用他的三轮车清运垃圾，帮村民运送
农产品，是家常便饭。”该村老党员严根如
说。从今年 2 月份开始，连续 3 个多月的时
间，黄金荣开着新买的三轮车，带领村“两委”
干部开展农村卫生环境整治，推进高标准农
田建设和精准扶贫工作，每天忙得像个陀螺
不停转。

“现在的天气真热，连续一个多礼拜的迁坟

工作，黄书记从没有午休过，他的三轮车每天烧
油不会少于60元，但他从不向别人说起。连日
的高温，每天我们至少要换两次衣服，不换不行
啊，身上的汗酸味熏得让人受不了。书记都能
玩命，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坚持，他比我们更辛
苦。”该村干部严丽丽说。在黄金荣的率先垂范
下，一个月的时间，该村就完成了镇党委交办的
征地任务，拆除了所有的违章建筑。

黄金荣在关爱特困群众上更贴心。2016
年，该村黄家村小组的孤寡老人黄林根患癌症
晚期，身边无人照顾，黄金荣隔三差五的上门
看望，问寒问暖，送钱送物，老人死后，他出面
主持了老人的葬礼。进入村委 20 多年来，得
到黄金荣帮助的特困家庭达30余户。

赢得春风，必有夏雨。开三轮车的黄金
荣，成了该镇干部作风建设的典型，赢得该村
村民交口称赞。

降雨继续 凉爽舒适
本报讯 （记者徐黎明）6月的天气

以凉爽舒适的状态开局。接下来几
天，雨水仍然是南昌天气舞台的主角，
最高气温保持在26℃左右。

气象部门预计，4 至 6 日受高空低
槽、中低层切变线和地面冷空气影响，
全省有一次较明显降水降温过程，局
部有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平均气温下
降 3℃～5℃。气象专家提醒公众注意
防范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城乡内涝、山
洪和地质灾害；户外劳作人员注意防
范雷电灾害。

4 日，南昌小雨，22℃～26℃；5 日
中 雨 ，21℃ ～24℃ ；6 日 中 雨 转 阴 ，
20℃～27℃。

南昌一季度畜禽产量下降
本报南昌讯（记者陈璋）6月3日，记者从

南昌市发改委获悉，今年以来，南昌市春季农
业生产呈现稳定的发展态势，但畜禽产量同比
下降较大。

粮油生产方面，一季度南昌市春播农作物
意向面积 345.07 万亩，较去年调减 1.98 万亩。
其中春播粮食预计播面291.95万亩，春播蔬菜
预计播面 25.46 万亩，春播油料 23.79 万亩，春
播棉花 1.8 万亩，春播甘蔗及其他春播作物
2.07万亩。此外，今年农业和粮食部门优质稻
主推品种发布后，品质优、适口性好的优质稻
品种销售火爆，种粮大户种植优质稻比例明显
扩大，全市优质稻种植比例预计在45%以上。

经济作物方面，南昌市大力推进设施蔬菜
发展，全力增加蔬菜供给，一季度经济作物种
植 21.09万亩，比去年同期增长 0.09%。然而，
受全市畜禽养殖污染专项整治情况影响，畜禽
产量同比下降。1 至 3 月份全市生猪出栏
84.39 万头、存栏 157.08 万头，同比分别下降
10.53%、11.27%；家禽出笼 1215.44 万羽、存笼
2804.84 万羽，同比分别下降 5.66%、6.26%；肉
类总产 9.09 万吨，同比下降 8.87%，蛋类总产
3.46 万吨，同比下降 9.14%，牛奶总产 0.82 万
吨，同比下降11.24%。

网上收集个人简历出售 违法！
本报抚州讯 （记者陈璋 通讯员元春华）

近日，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当地首例侵犯公
民个人信息案作出二审裁定，同意上诉人付新
华撤回上诉，维持原审法院判决：付某某因犯
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判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
4 万元。被告人付某某的妻子操某、嫂子周
某、表侄子王某等3名同案犯被分获十个月至
一年零三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988年出生的付某某是上海一家企业管
理公司的合伙人，大学本科学历。2017年初，
被告人付某某发现一些 QQ 群里需要购买简
历的人很多，便产生通过贩卖公民简历牟利的
念头。2017年2月以来，付某某纠集被告人操
某、周某、王某在抚州市南城县高塘新村的家
中按照各自分工，非法出售公民个人信息。其
中，付某某负责获取 58 同城网站上的公民个
人简历，周某、操某、王某三人负责以每条简历
1 元的价格（量大则 0.5 元一条，少量则 2 至 5
元一条）在微信上非法出售。案发后，被告人
付某某、操某、周某、王某四人退缴了全部非法
所得7.25万元。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付某某等4人以牟
利为目的，非法出售公民个人信息，情节特别
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且系共同犯罪，公诉机关指控4被告人的犯罪
事实和罪名成立。一审宣判后，被告人付某某
不服，向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上诉。其
间，被告人付某某向抚州中院书面申请撤回上
诉，经法院审查予以许可。

印发口袋书 加强作风建设
本报讯 （通讯员李腾）为切实改进作风，

近日南昌金开集团纪委精心编印了《作风提醒
口袋书》，图文并茂地展示了作风建设有关要
求和平常工作生活中可能出现的作风问题。

该集团纪委副书记江艳萍介绍：“印发这
份手册，旨在随时随地提醒公司广大干部职
工，哪些事情不能做，哪些作风不能养成；该说
什么话，有了规范；应该怎么做，心里清楚；今
后工作怎么干，有了方向。”

据了解，该国企共计印发手册 600 余册，
公司所有干部职工人手一册，该国企希望通过
发放口袋书，以喜闻乐见的方式，推动企业作
风建设常态化。

南昌城区初中招生学区范围公布
●“小升初”对口直升入学范围扩大
● 民办初中招生报名时间为6月5日至6月12日

“三轮书记”接地气
王勤保 本报记者 刘 斐

2017年对贫困村吉水县文峰镇炉村而言
是不平凡的一年，全村 49 户贫困户全部脱贫
摘帽，水泥路到户、自来水到家，村中心建起
了休闲广场，炉村人开启了新生活。给炉村
带来福音的是县里选派的驻村第一书记、县
住建局干部夏长荣。

自 2016 年担任该村第一书记以来，夏长
荣一心扑在驻村工作岗位上。针对炉村基
础设施落后实情，夏长荣从村庄整治入手，推
进危旧土坯房拆除工作，全村共拆除危旧土
坯房418栋；邀请县园林绿化专业技术人员到
炉村指导美丽乡村建设，整合721万元资金开
展美丽乡村建设，全村改建拓宽道路48300平
方米，修建村路巷道8.26公里，12栋民宅进行
了庐陵风格改造；建设了多功能村便民服务

中心。半年时间里，该村“脏、乱、差”面貌改
变了，一个和谐、宜居的村庄环境融入炉村人
的生活。

村庄面子有了，还要村民们尤其是贫困
户的钱袋子鼓起来。在摸清炉村资源的基础
上，夏长荣与文峰镇政府及驻村工作组精心
谋划，带领乡亲们做起“山林”的文章，成立油
茶合作社、打造“精品果业”，采取贫困户入股
分成的模式；创新“亲子游+电商+合作社+
精准扶贫”模式，实现本村油茶、井冈蜜柚、杨
梅基地的乡村旅游，使经济效益扩大化、规
模化。该村通过整合林地资源发展种养业、
乡村旅游业，带动周边农户和贫困户年均增
收3000元以上。

因工作表现突出，夏长荣先后成为“吉安
市优秀驻村帮扶干部”“吉水县优秀驻村第一
书记”。

脱贫路上领路人
郭建华

本报瑞昌讯（记者练炼 通讯员徐秀英）近
日，瑞昌非金属材料产业研究院暨国家非金属
矿深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瑞昌分中心正式
成立。该中心属全省首家非金属材料产业研
究机构。

据介绍，该研究机构将开展绿色矿山创
建、新材料产业发展研究、非金属材料市场调
研、产品开发等工作，为矿山企业转型升级提
供指导，为矿山环境恢复治理提供技术支撑，
搭建人才资源、资本、技术、市场一体化的产业
孵化平台。它的成立，将有效推动瑞昌市非金
属材料及新型建材产品研发，促进矿产品升
级，推进绿色矿业发展。

全省首家非金属材料产业
研究机构落户瑞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