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昌加强结核病防治
本报南昌讯 （记者余红举）6 月 6 日，记

者从南昌市了解到，该市将抗结核药品按规
定纳入基本医保支付范围，将结核病筛查纳
入学校入学健康体检项目，至2020年肺结核
患者成功治疗率达到90%以上。

目前，南昌市结核病存在老年患者比例
增加等现象。为此，南昌将实现基本医疗保
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制度与公共卫生
项目的有效衔接。保证抗结核药品供给，提
高患者门诊和住院医疗费用保障水平，避免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市、县级财政部门按
照当地人口总数每人每年不少于 0.5元的标
准将结核病防治经费纳入预算。

与此同时，南昌对普通肺结核患者按照
门诊特殊慢性病全疗程门诊5000元，报销比
例不低于 70%，逐步探索提高医保报销比例
及统筹基金年度最高支付限额。对需住院
治疗的实验室诊断阳性肺结核患者住院期
间的治疗费用按照住院治疗 2个月平均 1万
费用包干；对耐多药肺结核实行按病种付
费，年度平均3万费用定额，报销比例不低于
70%。对符合医疗救助条件的给予医疗救
助，患者治疗费用按规定经基本医疗保险、
大病保险、民政救助支付后，患者自付比例
不超过医疗总费用10%。

至2020年，南昌肺结核患者成功治疗率
要达到 90%以上，耐多药肺结核患者纳入治
疗率达到75%以上。

本报南昌讯 （记者陈璋）在高考来临之际，
南昌地铁提前部署，全力保障考生出行及应考
环境。

6月7日至8日，南昌地铁将在各站开设“考生
优先通道”，凡持有应届高考准考证的考生，可通
过该通道优先进、出车站。在师大南路站、绿茵路
站等重要站厅内张贴考点出站引导标识，方便考
生从考点最近的出入口快速出站，减少步行时间。

南昌地铁还将加强站厅、站台巡查力度，在
出站客流量较大时，车站将开启“考生优先通
道”，安排工作人员在一处出站闸机旁引导考生
优先出站。同时，为最大限度减少对考点周边的
影响，南昌地铁对工程施工工序进行调整，提前2
天采取积极有效的降噪措施，要求毗邻学校、居
民区且正在进行噪音较大的连续性施工的工地
合理安排施工时间，避免在晚间施工。

本报余干讯 （记者徐黎明 通讯员
张德昌）“风里雨里，我来接你！又是一
年高考季，如果你家有考生，往返考场不
方便，那只要在路上遇到张贴了‘爱心送
考’标签的车子，你就招手吧，爱心司机
一定会安全快速送你到达目的地。”高考
前夕，这条信息刷爆了余干市民的朋友
圈和好友群。

6 月 6 日上午，余干县运管所、余干
县爱心联盟、共青团余干县委、余干凤凰
出租汽车公司联合组织的“爱心送考”活
动正式启动。全县所有高考学子只要有
准考证，就可以享受爱心送考车“招手
停”服务，全程免费。目前已经有社会爱
心人士 50多辆私家车、70余辆出租车参
与了此次活动。

本报南昌讯 （记者邹晓华）又是一
年高考日。在进贤，一支由 60名骑手组
成的特殊的服务团队，将在高考期间为
全城考生免费提供各种紧急服务。

“我们的骑手都是进贤人，长期在路
面上跑，对于路况、地点、时间的把握，比
大多数人更有优势，能够更好地为考生

服务。”美团外卖进贤站站长文小黑说。
据悉，在高考期间，如果发生考生若

忘带证件、考试用品，或者时间来不及需
要接送等，只要拨打美团外卖进贤站客
服电话（18607002813），该站都会立刻就
近安排骑手免费为全城考生提供紧急
服务。

南昌地铁
全力保障考生出行

余干组织爱心车接送高考学子

进贤快递哥主动服务考生

南昌天气 黎明播报

阴雨连连 天气舒适
本报南昌讯（记者徐黎明）7日高考

开考，洪城天气舞台，阴雨唱主角，气温
适宜。

6 日迎来了芒种节气，气温升降水
多，空气湿度增加，大家会有湿热感，人
难免感到困倦、萎靡不振。在日常生活
中，要注意饮食宜清淡；多补水，要午
休；勤换衣，勤洗澡。

7日阴，23℃~30℃；8日阵雨，24℃~
28℃；9日中雨，2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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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营运客车
升级视频监控

本报南昌讯 （记者蔡颖辉）
近日，南昌市交通运输局召开会
议，布置在 2018 年 7 月底以前对
全市 1600 辆营运客车安装 4G 视
频实时监控设备。每辆车安装 4
个以上的摄像头，今后可对客车
内超员超载、驾驶员的驾驶状况
等行为进行实时监控，极大提高
营运客车在旅途中运行的安全系
数。

“以往南昌市营运客运安装
的均是 2G 或 3G 的车载终端实时
监管设备，只能对客车的运行轨
迹、行驶速度进行监控，对车内的
实时情况一无所知。”南昌市公路
运输管理处信息科科长胡俊介绍
说，为减轻客运企业负担，此次安
装工作每辆车将给予2500元的补
助。

木滚耙、风车、钉耙、石磨……
百余件农具整齐地摆放在修葺一
新、具有庐陵特色的旧书院里。每
个周末，安福县金田乡柘溪古村都
会迎来不少城里的客人“寻找乡
愁”。

安福县是江西十八个文明古县
之一，境内拥有许多古祠堂和旧书
院等古建筑，近年来，该县利用老建
筑多的优势，对散落在农村的古老
生产生活用具进行抢救性保护，建
起了一个个农耕文化陈列馆，留住
时代特色。

农耕文化陈列馆吸引
外地游客

6 月 3 日，雨后的柘溪古村整洁
干净，房舍错落有致，古香古色的山
角书院格外引人注意，不少城里家长
带孩子前来游玩。书院里陈列了各
种传统农具和日常生活用具，仿佛让
人回到了铁犁牛耕时代，看到了古柘
溪人劳作生活的动人情景。

这里陈列着 100 多件过时的农
具和农家生活用品，每件展品都贴

了写着名称的标签。展品包括铁
器、木器、竹器，各种器形都有。“这
些用具其实退休不久，像这件木滚
耙，我们乡个别偏僻山村还在用。”
金田乡党委书记刘茂华说，该书院
的左厢房和后厅，被辟为农耕文化
展示馆，除了农耕文化陈列，书院

还承担乡廉政文化示范点、国家非
遗保护项目中秋烧塔传习所等功
能。

在该县横龙镇横龙村，记者在一
间旧祠堂里看到了同样的一幕。这
个陈列馆要比山角书院的更精致些，
天花板装有射灯，展台和墙壁铺上了

红布，使展品更具有历史厚重感。横
龙镇宣传员李娟介绍，该馆由县非遗
中心帮助建立，200多件藏品都是村
民自愿捐赠的，陈列馆有专人负责管
理，不定期开放，供村民和游人参观。

祠堂改造改出新的
“精神家园”

祠堂是农村谒拜祖先、族人聚
会的宗族活动场所。如今，安福县
在古老的祠堂里注入新的元素和
内涵，不少祠堂摇身一变成文体中
心、非遗项目传习所，成了村民休
闲健身、学习新知的“精神家园”，
古老祠堂和书院焕发出新的生机
和活力。

“过去，这些祠堂只是村民聚
集、祭祖的地方，封建迷信和宗族势
力的色彩浓厚。”柘溪古村党支部书
记刘玉茂说，现在为引导农民崇尚
科学、弘扬新风，村里以新农村建设
为契机，改造旧祠堂，将其打造成农
民新的“精神家园”。

在甘洛乡多个村，改造后的祠
堂，墙上既张贴了家训和村规民约，

代表着传统道德精神的“仁、义、礼、
智、信”，谆谆教诲，滋润着一代又一
代子弟。同时又融合了家族文化主
题馆、农家书屋、讲堂等功能，让人
们在享受古韵之美的同时，更感受
到其厚重的文化底蕴，让广大农民
群众在耳濡目染中接受现代文明的
熏陶。

“祠堂文化是中华民族独有的
一种文化现象，也是每个华夏儿女
的精神家园，是联络血缘的纽带，是
乡愁，更是牵挂……”安福县非遗中
心主任李玉平介绍，随着经济的快
速发展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越来越多的农村生产生活用具完成
历史使命。

为了留住这些农耕文化的历史
见证，2016年开始，该县非遗中心对
散落于农村“过时”的生产生活用具
开展抢救性保护，利用旧祠堂、旧礼
堂或者古书院，先后建立了120个大
大小小的农耕文化陈列馆，这些陈
列馆都利用整修后的旧祠堂作展
室，把“农耕古董”永久收藏，作为农
民牢记乡村历史、自我激励、教育子
孙后代的活教材。

老祠堂变身陈列馆 老农具唤起乡愁
安福建120个农耕文化陈列馆吸引游客

刘丽强 本报记者 徐黎明 实习生 宁娟霞

游客体验古老的舂米工具。本报记者 徐黎明摄

一头牛进入高速公路，车主避
让不及，造成车毁人亡的重大道路
交通事故。近日，一起车祸引发的
赔偿纠纷案在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审终结，江西省高速公路投资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高速公
路公司”）被判承担70%的赔偿责任。

2016 年 9 月 21 日 22 时，刘女士
驾车行驶至抚吉高速公路 177KM+

920M 处时，撞上快车道上的一头
牛。后车辆刮擦护栏起火燃烧，造
成刘女士当场死亡，车辆损毁。

事发后，高速交警出具交通事
故认定书，认定刘女士承担此次事
故主要责任，江西高速公路公司承
担此次事故次要责任。

此外，刘女士家属以高速公路管
理方没有依法履行安全保障义务，未
有效保障刘某的通行安全为由，将高
速公路公司告到了法院，要求其承担

事故的全部责任。高速公路公司认
为，死者未安全驾驶是导致事故发生
的主要原因，牛主人对饲养动物管理
不善，亦应承担主要赔偿责任。高速
公路公司已履行养护巡查义务，对事
故发生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责任。

该案经过一审、二审、发回重审
后，一审法院判决，高速公路公司承
担本案事故产生各项损失费用 40%
的赔偿责任。宣判后，双方当事人
均提出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高速公路管理
者应当对高速公路设施进行日常检
查、维护，履行保障高速公路的完
好、安全和畅通的法定义务。本案
中，由于高速公路护栏网破损夜间
闯入牲畜，未实现全封闭，严重影响
高速公路通行，对行车者造成极大
影响，以致发生车毁人亡的重大事
故，高速公路公司未尽到职责以保
障高速公路的安全畅通，其行为已
构成违约，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法院同时认为，经查，在认定书
及附件材料中并无关于事故发生当
时刘女士实际车速的证据，本案中亦
无直接证据证实刘女士在事故发生
时有超速行驶的行为。故确认高速
公路公司案涉赔偿金额承担 70%的
责任，即赔偿上诉人李某某、彭某死
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等费用计
66.6万元。

据最新消息，二审判决后高速
公路公司已履行了赔偿义务。

一头牛深夜跑上抚吉高速酿车祸 车毁人亡谁负责？

护栏破损车撞牛 公路管理方担责七成
元春华 本报记者 陈 璋

6月 4日，宜春市袁州区洪塘
镇丰顶山中心小学迎来了一
群特殊的老师——
美国佛罗里达
州奥兰多市
的“地平
线 支
教 ”公
益 组
织 的
成员。

这
个 团 队
由 7 个华
裔 家 庭 组
成，共 22 名成
员，其中有 12 个孩
子。团队负责人冯燕锋告诉记
者，这是他们第二次来到丰顶山
中心小学，此次互动教学活动为
期一周，12 个孩子将分组为学前
班至五年级的学生上英语、舞蹈、
手工等课程，并介绍国外的学习、
生活情况。

“孩子们在奥兰多就做好了充
分准备，不仅制作了大量手工艺

品，还开展了爱心募捐
活动，共筹集了

7500 元，用来
资助丰顶山
中心小学
改善学生
伙食。”冯
燕锋说，
大家都很
珍惜这次
互动教学

活动，通过这
次活动让自己

的孩子更多了解
中国文化，培养爱心。

丰顶山中心小学老师告诉记
者，学生、老师和家长都很喜欢这
些远道而来的朋友，他们带来了
国外教育理念，展示了国外风土
人情，开阔了山里孩子们的视野，
激发了他们努力学习、走出大山
的斗志。

山里来了“洋老师”

▲“洋老师”在上课。 ▶和学生一起做运动。

本报记者 胡光华文／图

5月29日，宜黄县实验小学舞蹈室，学生
在练习“戏曲操”的基础动作。宜黄县多形式
保护和传承非遗文化，戏曲操从宜黄戏中提
炼身段动作，融合戏曲音乐旋律，与现代广播
体操相结合，让学生在锻炼身体的同时，感受
传统文化的魅力。 本报记者 徐 铮摄

“戏曲操”进校园

铜鼓竹制品进入新能源汽车领域
本报铜鼓讯 （记者胡光华 通讯员潘

辉、彭春梅）近日，从江西奔步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江西江桥）传来消息，该公司研发的汽
车竹质内饰件与某汽车制造企业成功签
约。不久，该汽车竹质内饰件将在某汽车企
业夏季新款车发布会上亮相。

江西奔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创新研发
团队提出“以竹代塑”理念，成功研发的全竹
键盘、鼠标在全球率先挺进计算机领域。此
次研发的楠竹车内饰件，包括汽车仪表台、
门板、顶棚、钥匙、换挡器操控系统等25个饰
品零部件。公司负责人介绍，用竹质内饰取
代塑料零部件，符合绿色、健康、环保理念，
有很好的市场前景。

据了解，该公司累计投入研发资金近
1000 万元，在“以竹代塑”方面获得专利 58
项，2017年产值达到1.69亿元。

本报芦溪讯（通讯员罗总斌、吴琼华）
“住在这里快一个月了，我感觉挺开心，这里
的房子设施好，环境好，住得很舒服。”6 月 5
日，入住芦溪县南坑镇妙泉村易地扶贫搬迁
集中安置点的贫困户钟声如是说。据了解，
到今年 5 月 9 日，芦溪县 22 个集中安置点已
全面竣工，263户贫困户747人一起搬入了新
家，开启了新的生活。

为了牢牢抓住易地扶贫搬迁这个脱贫
攻坚的“牛鼻子工程”，芦溪县坚持搬迁和发
展“两手抓”，保证搬迁户“搬得出、稳得住、
有事做、能致富”。该县由芦溪城投集团整
合资金，确保项目按时按质完成，在充分尊
重群众意愿的情况下，贫困户自愿签订搬迁
协议后一年之内拆除原有旧房，并将部分旧
房改造为旅游民宿，增加贫困户收入，让贫
困户搬迁意愿高涨。在安置区位置的选择
上，该县坚持集中安置区选址“靠乡镇政府、
靠新农村建设广场、靠旅游点、靠村委会”的
四靠原则，用最好的地段保障搬迁群众就业
和产业发展。

芦溪263户贫困户有了新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