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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庆祝“六一”儿童节，安义县乔乐乡卫生
院为辖区内幼儿园和一年级共467位小朋友
进行健康体检。

通讯员 刘长火摄

近日，奉新四小等学校学生在该县中医院学
习中药知识。奉新县开展“认识中草药、感受中
医魅力”为主题的课外实践活动，增强中小学生
对中医药传统文化的兴趣。 通讯员 邓婧婵摄

本报万年讯 （记者徐黎
明 通讯员朱文鹏）6 月 3 日，
2018“中国儿童”风采模特大赛
万年分赛区决赛举行。

当日决赛的舞台上，60 位

进入决赛的小选手向现场观
众展示自己最美的风采。最
终，27号选手杨笑涵获得 2018

“中国儿童”风采模特大赛上
饶·万年分赛区决赛总冠军，

将 奔 赴 北 京 参 加 全 国 总 决
赛。据悉，该赛事举办 3 年
来，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近 10
万名优秀童模参与该赛事，在
江西设立分赛区尚为首次。

模特赛孩子展风采

本报南昌讯 （记者万仁
辉）6月4日，南昌市教育局公布
南昌校外教育文化培训机构

“白名单”，该市155所通过检查
的培训机构榜上有名。

今年南昌市开展校外培训
机构专项治理工作以来，截至5
月 22 日，该市各县区在开展自
查自纠、摸底调查的基础上，确
定已通过2017年度检查且具备

《办学许可证》的合法校外培训
机构 155 所，其中市属 1 所、南
昌县 26 所、进贤县 13 所、安义
县 1所、东湖区 10所、西湖区 27
所、青云谱区 7 所、青山湖区 10
所、湾里区 3所、新建区 7所、经
开区 11所、高新区 7 所、红谷滩

新区32所。
据介绍，为规范办学行为、

治理培训乱象方面，南昌市建
立培训机构公示制度，开通电
话举报和网络举报通道，实行

“白名单”和“黑名单”公示制
度，建立培训机构社会信用体
系记载公示制。

此外，南昌市将对“无证无
照”开设校外培训活动的机构
予以坚决取缔；对“有照无证”
开设校外培训活动的机构限期
整改；对不符合消防设置要求
的培训机构，整改达标验收合
格恢复开办，整改不达标的予
以停业整顿，直至依法吊销《办
学许可证》。

南昌公布校外培训机构“白名单”

本报南昌讯（记者余红举）6
月4日，南昌市昌东大道南延八
一乡段右幅 150 米终于开工建
设。该工程从开工建设之日起，
八一乡段右幅因拆迁这个“拦路
虎”被搁置。消除这150米“肠梗
阻”，昌东大道将彻底打通。

昌东大道是南昌市“十横十
纵”干线路网体系中的“第六
纵”，道路等级为交通性主干路，
是连接高新区、青山湖区及南昌
县的重要通道。2015年底，南昌
市启动昌东大道南延工程（昌南
大道-南外环高速），全长约 6.5
公里，规划道路宽70米。

“昌东大道南延（昌南大
道-南外环高速）道路等级为城
市快速路，使昌东大道成为一
条纵贯城区的通道。”南昌县八
一乡常务副乡长黄翔称，“在八
一乡八一村与五星村交界处，
因一家鹌鹑养殖场拆迁问题，
导致这 150 米路段迟迟不能施
工，昌东大道南延工程全线贯
通时间也屡屡被推迟。”

4 日上午，记者在现场看
到，原本通畅的昌东大道双向
六车道在八一村与五星村交界
处变成了左幅单向三车道，长

约 150 米。为了昌东大道的通
行，交通管理部门在南北方向
均设置了交通限速牌和提醒减
速标识，在左幅设置隔离带，供
过往车辆通行。记者发现，过
往车辆行至此处均需急刹车减
速，而附近村民过往都要小心
翼翼观察。黄翔说：“因为道路
施工没有完成，设置的红绿灯
一直无法投入使用。”

村民们告诉记者，昌东大
道与八一村、五星村互通便道
形成了坡度，因为施工没有完
成，原来的水泥路又遭破坏，经
常有人骑行电车上下坡摔倒。

与此同时，该路段征迁缓
慢被南昌市相关部门通报。一
边是居民出行需要，一边是“被
通报”。南昌八一乡加快养殖场
征迁力度，终于在5月31日征迁
完成，扫除了存在两三年之久的

“拦路虎”，并于4日上午开始清
理场地施工。施工方负责人表
示，预计 1 个月即可打通这 150
米的‘肠梗阻’，届时，昌东大道
将纵贯城东地区，连通沿江道快
速路、昌南大道快速路、南外环
高速路等道路，并在城东地区新
增一条快速出城通道。

省城昌东大道“肠梗阻”即将打通

彩
多

乐安“衣循环”温暖困难群众
本报乐安讯 （通讯员谭立华）“感谢大家

对环卫工人的关心。”接过“衣循环”爱心志愿
者送来的鞋服，在环卫岗位上已经工作了十多
年的环卫工人黄财发很是感动。日前，乐安县
爱心志愿者协会“衣循环”项目的志愿者向当
地环卫工人送去了500多套衣服和100多双鞋
子，为城市的“美容师”们送去了关爱。

近年来，该县爱心慈善事业发展较快，形
成了良好的环境氛围，爱心慈善项目不断出
新。两年来，该县爱心志愿者协会成立“衣循
环”管理中心，推出“衣循环”项目，把募捐到的
爱心人士和爱心商家捐赠的衣物，经过分类整
理和相关处理，定时在县环卫所发放，送给所
需要的群众，让闲置衣物循环利用，减少资源
浪费，在实现环保再利用的同时，传递爱心和
温暖。截至目前，该县爱心志愿者协会已募捐
各类新旧衣物5000余套。

青云谱加大力度整治考前环境
本报南昌讯 （记者陈璋）近日，青云谱区

执法局徐坊中队开展高考学校周边考试环境
进行综合整治，确保高考学子能有良好的应考
环境。

据悉，该中队对辖区内井冈山大道南昌市
第十六中学校周边的机动车占道停放进行了
清理整治，包括非机动车乱放车辆31辆，长期
占道“僵尸车”1 辆，并取消占道摊点 2 处。此
外，还向附近公共场所广场舞、群众性娱乐健
身活动组织者进行劝导，制止沿街门店噪音扰
民 11起，没收违规设置音响装置 2处，全方位
为考生创造安静、舒适的学习、休息环境。

昌东镇劲吹廉洁文明风
本报南昌讯 （通讯员刘琴华）近日，为培

育全镇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推进廉
洁文明家风移风易俗工作，南昌市高新区昌东
镇借“三进三访三送”主题实践活动，将廉洁文
明家风家规家训、移风易俗新做法带进课堂、
讲堂、礼堂。

通过组织退休老师、优秀党员干部、知名
人士进入各村中小学、纪律讲堂、文化礼堂，对
优秀家风家规家训背后的感人故事进行诠释，
对红色家书中优良传统、严谨作风进行弘扬，
对破除陈规陋习的好做法进行宣扬。旨在优
先引导中小学生自觉传承好家风家规家训，激
励广大群众用自身行动主动践行好家风家规
家训，发挥党员干部带头立家规、严家教、正家
风的表率作用，引导老百姓移风易俗治陋习，
厉行节约遏制奢靡之风，把节约的费用贡献给
敬老助学、修桥补路等公益事业。

近日，南昌益心益意公益服务
中心（以下简称益心益意）发布《江
西 公 益 慈 善 类 社 会 组 织 观 察 报
告》。我省活跃的公益慈善类组织
有600多家，本次调研抽取了其中的
360家数据。

益心益意团队负责人表示，通
过前后数据分析和对比，可以明显
感受到我省公益慈善组织大量增
加、所从事的领域日益丰富、资金量
在扩大、政府支持力度加大，但同时
看到我省公益慈善组织人员工资、
福利待遇明显处于较低水平。

基于益心益意 360 家全省公益
组织数据库，从数量分布来看南昌

高居榜首，占总数的四分之一，超过
90 余家。前 5 位的分别还有赣州
（50 家）、吉安（43 家）、九江（36 家）、
上饶（36家）。

增长速度方面，从 2013 至 2017
年南昌公益组织平均增长速度是
26%，比处在第二位的赣州地区的组
织数量高出整整2倍。

值得注意的是，自 2010 年以
来，我省公益组织注册数量首次出
现了下降状况。对此，团队负责人
彭海惠表示，2017 年以来，南昌提
高注册门槛，市级的社会组织注册
资金提高到了 10 万，调研显示 2016
年南昌有 23 家组织注册，而到了
2017年就只有 5家。

通过调研数据，我们可以欣喜

地看到，我省公益慈善组织工作的
方向与领域呈现多元化。数据显
示，在我省 360 家公益组织中，综合
志愿者服务 172家，社工机构 42家，
救援类 37 家，社会组织培育与孵化
机构 18家。

“非志愿者组织这些年在稳定
增长，从 29%增长到了 52%，2017 年
非志愿者组织数量首次超过志愿者
组织。”彭海惠表示，这组数据对比
有力地证明了我省公益组织变得越
来越多元化与专业化，除了残障、留
守儿童、青少年和环保等主流领域
外，类似小动物保护、罕见病、艾滋
病、传统文化、农村发展、失独老人
这类领域内，也开始陆续有做相关
服务的组织出现，极大丰富了我省

公益慈善行业的生态。
数据显示，目前，我省公益行业从

业人员30岁以下的人群占了总人数
的47%，年轻人成为江西公益力量的
中坚力量。从从业人员的性别上看，
女性以 61%的比例远远超过男性的
39%。分析成为，公益行业女性从业
人员比例高于男性从全国来看是普遍
现象，这与公益行业是具有爱心关怀
特点的职业、行业收入水平偏低有关。

2017年我省公益组织的总收入
是 2685.55万元，各个组织平均收入
是 21.5 万 元 ，比 2015 年 提 高 了
20%。对比 2013 年，公益组织的年
收入增长率平均达每年28%。

我省公益慈善从业者的一个尴
尬的问题：薪酬水平普遍较低。数据

显示，我省公益组织负责人月收入在
3500 元以上的占 46%。在管理或项
目主管一级，1500-2000元的收入占
了 27%，是主要的收入水平，3500元
以上的只有 13%。这也意味着我省
公益组织的管理层的收入水平是
2000-3500元为主。普通员工方面，
1500以下的有 18%，1500-2000元的
占 31% ，2000-3000 元 有 46% ，
3000-3500元的只有5%。

“2017年，我省在职职工平均工
资是 4678 元/月，最低工资标准是
1530 元/月。”彭海惠认为，对比发
现，我省公益从业人员的薪酬水平
是处于下游水平，这是这个行业的
特殊性所决定的，短期内这种现象
不会有太大改观。

从业人员女性居多 薪酬水平偏低

我省公益组织日益多元化专业化
本报南昌讯（记者徐黎明）今年

高考首日，洪城为多雨天气，气温适
宜，最高气温 28~29℃，总体有利于
考生应考。

近几天，南昌天气雨水唱主角，
气温舒适，未来 3 天，雨水仍然在洪
城逗留。7日是高考第一天，南昌有
雨，最高气温 29℃，天气总体不错。
5日，南昌中雨转小雨，21℃~24℃；6
日小雨转多云，21℃~27℃；7日小到
中雨转小雨，22℃~29℃。

高考首日有雨

本报记者 刘 斐

6月3日，弋阳县现代农业示范园活力旺蝴蝶
兰花卉基地，台商杨隆成（中）与技术人员正在对即
将出口欧洲的5万株五彩蝴蝶兰进行最后的护
理。据了解，该基地培育种植的70万株蝴蝶兰花
全部出口德国、美国等，年产值近千万元。

特约通讯员 卓忠伟摄

弋阳蝴蝶兰俏销欧美

5 月 20 日至 6 月 20 日，是第七个
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今年的主题为

“我是幼儿园教师”。为了孩子健康
快乐成长，她们以妈妈式的体贴关心
孩子，以教师般的无私教育孩子，兢
兢业业、默默奉献。

连日来，记者深入我省多所城乡
幼儿园采访，感受幼儿园教师平凡而
感人的故事。

那年十八，却当上了“妈”
2017 年 7 月大学毕业后，李捡发

怀着无限憧憬走上了幼儿教师岗
位。上岗的第一天，她就面临一个艰
难的选择：留在乡镇中心园还是去村
级幼儿园？经过一番考虑，她决定到
距离乡镇5公里的赣县区沙地镇螺田
村小附属幼儿园。

“那里地处偏远，交通不便，条件
相对艰苦，长期以来难以聘请专业幼
儿园教师，我愿意为孩子的成长做点
努力。”李捡发说。

开学第一天，李捡发给全园63个
孩子每人准备了一份小礼物。“在分
发中，有个小朋友突然对着我叫了句

‘园长妈妈’，我的脸霎时红了。”李捡
发告诉记者，作为一名“90 后”，自己
在父母眼中还是个孩子，此刻却成了
幼儿园孩子的“妈”，顿感肩上的担子
重了。

虽然从教时间很短，李捡发对自
己的职业却有着深刻的认识，她认为

“教师就像是蚌，孩子们便是蚌中的
沙砾，用爱去舔舐他、磨砺他、浸润
他，久而久之，沙砾会变成珍珠，光彩
熠熠”。

31年幼教无怨无悔
芦溪县保育院陈招梅，是幼教战

线的老兵。31年来，陈招梅换过很多
学校，从企业子弟幼儿园到乡镇中心
幼儿园，再到村级幼儿园，甚至下乡
支教。不论在哪里，陈招梅都以“蹲
下来说话，抱起来倾听，牵着手教育，
舍得付出”作为人生信条，为孩子的
快乐童年撑起一片蓝天。

曾经有个孩子，因父母离异，一
直跟着奶奶生活，性格变得孤僻，经
常躲在活动室的角落里偷偷抹眼
泪。陈招梅发现后很担心，经过多方
寻找，终于联系上了孩子的母亲，并
指导她如何给予孩子更多的关爱。
每天早晨，陈招梅都会站在幼儿园门
口，抱抱这个孩子，给他鼓励；每天午
睡，都会牺牲午休时间陪孩子入睡；
每次上门家访，都会买点小礼物送给
孩子。孩子的心慢慢被陈招梅的爱
融化了，原本少言寡语、闷闷不乐的
孩子，变得自信、快乐了。

在去年的特大暴雨袭击中，幼儿
园面临洪水侵袭，陈招梅冒雨指挥师
生紧急疏散、抢救财产，全然忘记了

自己骨折未愈的痛苦。洪水过后，师
生安然无恙、财产一分未少，她却伤
病复发了。

回首走过的路，陈招梅无悔当初
的选择，“真有来世，我还想当幼儿园
老师，与天真为伴、开心快乐”。

从小学到幼儿园的转身
章韦华，吉安市吉州区牢石幼儿

园园长。2016年 8月 26日，正在准备
新学期开学事宜的章韦华，突然接到
转岗调令——牢石幼儿园园长。

出于组织的安排，以及自己的热
爱，章韦华上任了。“杂草丛生的运动
场，简陋陈旧的校舍，破旧不堪的门
窗，尘封零乱的教室……这是章韦华
初到牢石幼儿园的印象。章韦华没
日没夜地“赶工”：招聘人员、申请教
材、置办设备、检修电路……一周之
内，如期开园招生。“虽然只招收到 7
名幼儿，但有孩子，就有动力和希
望！”章韦华说。

为了更快地进入工作状态，章韦
华抓紧学习相关知识，不知疲倦地搜
索资料、琢磨教学课例，并向朋友、同
学取经。家人十分担心她“走火入
魔”，章韦华总是笑着说，过了这段时
间就好了。

如今，幼儿园在园幼儿已接近
100人。“让农村的幼儿尽可能享受与
城市孩子同等的教育待遇，是我的目
标和追求。”章韦华说。

苔花虽小 绽如牡丹
本报记者 骆 辉

本报南昌讯（通讯员杨政）走进南昌市地
铁站，一组组宣传廉政文化的灯箱公益广告，
形象、生动，入脑入心。近年来，通过地铁围
挡、地铁电视、站点灯箱等多种渠道，南昌轨道
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大力宣传廉政公益文
化，积极传递“南昌铁军”廉洁“正能量”，推动
廉政文化在市民中传播。

据统计，该公司将地铁围挡作为廉政建设
宣传的主阵地，共设置了61处地铁围挡，同时
地铁 1 号线、2 号线首通段累计推出了各种自
创廉政文化灯箱近 300 块。众多市民纷纷表
示，这种廉政宣传形式新颖，扮靓了地铁站点
和建设工地，形成了具有南昌轨道特色的廉政
教育宣传品牌。

廉政文化进地铁

近年来，新干县从残疾人
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
问题出发，实施就业与扶贫并
举、康复与教育并重、助残与自
强并进等措施，不断提高残疾
人生活质量，为广大残疾人撑
起了一片希望的蓝天。

就业与扶贫并举
为了确保贫困残疾人应补

尽补，做到扶贫政策落实无遗
漏，新干县残联组织工作人员
在县级扶贫系统数据库中调取
到4704户建档立卡贫困户进行
比对，为贫困残疾人分类制定
切实可行的帮扶措施。

目前，新干县已为320户农
村贫困残疾人家庭实施了危房
改造，为 68 户重度残疾人家庭
实施无障碍改造，为 1080 人
（次）残疾人发放机动轮椅车燃
油补贴，安置农家书屋管理员
390 人次。新干县还举办了编
织缝纫、种养技能、电子商务等
各类技能培训班，累计培训残
疾人600余人，通过培训解决自
主创业实现脱贫。

康复与教育并重
进入县特殊教育学校，只

见烘焙老师一遍遍地教孩子们
分离蛋黄蛋清；橡皮泥老师手

把手教孩子们捏豌豆，锻炼他
们的精细动作……这是新干县
特殊教育学校的老师在为智力
残疾儿童进行康复训练。

据了解，新干县自 2014 年
启动智残儿童康复计划以来，
先后资助40名智残儿童在县特
校进行康复训练，为 67 名贫困
肢残人免费安装了假肢，向 437
名残疾人免费赠送了轮椅、助
行器、腋杖等康复辅助器具，切
实帮助残疾人增强了补偿功
能，提高了生活质量。

助残与自强并进
近段时间，新干县残联工

作人员陆续给贫困残疾人送
去康复器具，走访残疾人实业
家，新干县阳光志愿者协会志
愿者开展“给特校孩子最美微
笑”主题活动……每到“全国
助残日”“国际盲人节”等节
日，新干县积极开展助残活
动，在广泛宣传和积极引导
下，社会各界纷纷自发加入扶
残助残行列。

据统计，新干县累计向贫
困残疾人发放慰问资金20余万
元，募集社会捐赠物资总价值
200余万元，让广大残疾人深切
感受到了来自党和政府以及社
会各界人士的关心与温暖。

为残疾人撑起一片蓝天
李细兰 聂安娜 徐丽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