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省天气
12日：白天，赣中南部和赣南阴有阵雨转中雨，局部大雨；赣中北部多云转

阴，部分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晚上，赣中南部和赣南阴有中到大雨或雷雨，
局部暴雨，个别地方大暴雨；赣北北部多云，其他地区阴天大部分有阵雨；

13日：赣南有中雨，局部大雨；赣北北部多云；其他地区阵雨转阴；
14日：赣南阴有阵雨，局部中到大雨，赣北赣中多云；
15日-16日：赣北北部多云；赣北南部多云间阴，局部有阵雨；赣中赣南阴

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中到大雨。

南昌天气

12日：多云，23℃～29℃；
13日：阴转多云，23℃～28℃；
14日：多云，2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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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赵影）6月7日，颜龙安
院士团队在国际植物学领域著名期刊

《The Plant Journal》上，发表了在野生稻
种质资源创新利用取得的重要原创性成
果，成功克隆了 D1 型水稻细胞质雄性不
育基因并揭示其败育机理。江西省超级
水稻研究发展中心博士谢红卫和南昌大
学教授彭晓珏为第一作者，该中心研究员
蔡耀辉与颜龙安院士为通讯作者。该项
研究得到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水稻产
业技术体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江西省
科技支撑重大项目等资助。

三系杂交水稻发展为提高粮食产量、
保证粮食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三系杂

交水稻利用的基础是细胞质雄性不育。
据了解，D1 型水稻细胞质雄性不育系是
一种新型孢子体细胞质雄性不育类型，无
花粉型败育，在栽培稻品种中找不到恢复
源，恢保关系完全不同于其他孢子体不育
类型。该细胞质类型是20世纪80年代省
农科院潘熙淦等科研人员首次在东乡野
生稻中发现，但广泛存在于中国普通野生
稻中，如广西、广东等地的野生稻均有分
布，为中国特有且完全独立于野败型的第
二大孢子体细胞质类型。D1型不育基因
的克隆对于进一步挖掘利用中国特有的
野生稻细胞类型，选育出优良的 D1 型新
不育系和恢复系，丰富杂交水稻类型，促

进杂交水稻的可持续发展有重大的理论
意义和应用价值。

目前，该团队已实现 D1 型细胞质雄
性不育系强优势配套，筛选出一批野生稻
源D1型不育系、强恢复系及中间材料，配
组出强优势 D1 型杂交组合 D 培优 1 号，
摸清D1型细胞质及恢复源在野生稻中的
分布规律，开发出用于 D1 型不育系和恢
复系分子辅助选择的分子标记，同时，在
强恢复基因的克隆方面也取得重要进
展。D1型相关研究已申请发明专利7项，
获授权发明专利4项。

江西省超级水稻研究发展中心超级
稻创新团队在中国工程院院士、省农科

院名誉院长颜龙安院士的带领下，强调
种质资源的“源头创新”的重要性，积极
开展世界范围内野生稻资源的收集、保
存、利用工作，该团队已收集保存野生稻
资源 900 余份，包括 4 个野生稻近缘种和
21 个野生稻种，并在该中心海南南繁基
地构建了野生稻资源种植保存圃。同
时，在省农科院高安基地建立越冬性野
生稻异位保存圃，已收集保存中国东乡、
博罗、琼海等地普通野生稻资源 150 份。
目前，该团队重点开展野生稻新型不育
细胞质和恢复基因、耐冷、耐高温、稻瘟
病抗性等野生稻有利基因挖掘利用重要
研究。

一遇红白喜事，奉新县干洲镇溪泮
村水头组的村民不需为送多少礼金而
犯愁：无论哪家有婚丧嫁娶、孩子满月、
乔迁新居、子女升学等红白喜事，村民
们统一随礼，这样的“村规民约”坚持了
30 多年。

6 月 7 日，溪泮村村委会主任余鸿伟
称：“村里有好读书的优良传统。20 世纪
80 年代，周边村民红白喜事随礼开始攀
比，看到这种不良风气，村里于 1982年成
立了红白喜事理事会，拟定了村规民约，
其中第三条就是‘倡导文明节俭、反对大

操大办’。”
无论曾经生活清苦，还是现在日子富

足，正是这个“老规矩”让水头组村民们没
有随礼的负担。

“村民一直坚持简办红白喜事。早些
年可能是家庭经济不富裕，这些年村民在
外跑运输赚了钱，但随礼也只 20 元。”水
头组红白喜事理事会会长陈星斗说，“村
里有102户386人，重型运输车有32辆，大
家赚钱后，为村里的公益事业捐款，而不
花在随礼上。”

7 日中午，陈星斗指着水头文化活动
中心一排又一排捐助名单告诉记者，这个
中心是用村民捐款建起来的，村民举办红

白喜事都在文化活动中心进行。据了解，
凡有村民举办红白喜事，家家户户都有代
表来参加，并帮忙买菜、烧饭，同时给 20
元的随礼钱。

“20元，看起来非常少，却是邻里之间
的一份心意，表达邻里感情是一样的。”陈
星斗说，“村里对随礼有规定，对酒席摆多
少盘菜也有规定，12盘。”

不过，水头组红白喜事随礼并不是一
成不变的。

记者了解到，份子钱从最初的 7 元，
到2006年升至20元。村民刘贵生拿出珍
藏数十年的记事本，本子虽已泛黄，但字
迹清楚：“余兵20元，余鸿虎40元……”这

是村规民约还未执行前，刘贵生记录下来
家里举办红白喜事的“份子钱”，以此作为
还礼时的依据。刘贵生说：“1982年，我儿
子出生时，理事会商量红白喜事随礼 7
元。”之后份子钱的多少均通过红白理事
会讨论决定，刘贵生不再做记录。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20 元随礼钱
在外界看来难免‘小气’，但是村民不会为
人情所累，大家统一随礼，不讲排场，不攀
比，减少了铺张浪费，这也正是移风易俗
的具体体现。”奉新县干洲镇党委书记周
求林说，“钱虽不多，但遏制了铺张浪费的
现象，邻里之间感情没有变淡，村民举办
的各种文化活动一场接一场。”

6月11日，吉安市泰和县上圯乡西岗
村深山组，养殖户谢荣伦望着被泥土覆盖
的蛙池一筹莫展。9 日晚，紧靠该养殖场
后门的部分山体发生滑坡，所幸无人员伤
亡，但养殖场的损失不小。

7 日至 9 日，吉安大部分地区下起了
大雨。

谢荣伦的妻子华女士告诉记者，9 日
20 时，当时她和谢荣伦正在养殖场吃饭，
突然听见一阵轰隆声，山体的一部分滑下
来掩埋了养殖场的部分蛙池。

由于天黑，加上不断有泥石滚落，夫
妇俩不敢贸然到现场查看。

“第二天一早查看，发现养殖场后面
院墙被冲垮，一半的蛙池被泥土掩埋，许
多商品蛙不知去向。”谢荣伦说，蛙池边
有 100多张木板，供种蛙产卵孵化。“蛙卵
很娇气，这样一来，肯定都没用了。”华女
士说。

事发后，谢荣伦和华女士立即转移没
有受伤的商品蛙到其他养殖场。

据统计，该养殖场有 500多公斤的商
品蛙被埋，2万粒蛙苗卵死亡，经济损失约
20万元。得知消息后，上圯乡派技术人员

前来查看。经会商，专家认为，由于土壤
水分较大，仍存在滑坡的可能性。谢荣伦
夫妇暂不能进场清理淤泥，要待地质状况
稳定后方可进入。

据悉，谢荣伦夫妇经营的养殖基地位
于泰和县上圯乡西岗村深山组，这里山清
水秀。2013 年开始，在外打工 10 多年的
谢荣伦回到深山家里养蛙，今年刚有所起
色，没想到遇到这样的事情。

“石蛙的生长周期比较长，一般需三
年半以上才能出售。”华女士说，目前乡政
府已将灾情上报。下一步，他们将另建蛙
棚，恢复养殖生产。

因极端天气，高温、暴雨、冰冻等灾害
让水产养殖业面临较大风险。对此，水产
专家指出，由于水产养殖生产周期长、受
自然因素影响大、经营风险相对较高的特
点，要增强养殖户防范自然灾害的能力，
应该建立水产灾害风险管理机制，切实降
低灾害给水产养殖可能带来的不利影
响。另外，由于划清保险责任比较困难，
水产品养殖险风险高，一些保险公司不愿
为水产养殖户承保，造成水产商业保险险
种非常少。专家希望商业保险公司加快
开展水产养殖保险业务的步伐，给水产养
殖户提供风险保障。

山体滑坡 石蛙养殖场遭重创
专家建议商业保险公司加快开展水产养殖保险业务的步伐

本报记者 徐黎明 实习生 宁娟霞

本报讯（记者徐黎明 通讯员宁娟霞）上周，我省
多地遭遇强降水。根据目前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未来
数日，我省南部多降雨天气，其中12日我省南部有中
到大雨，局部有暴雨，个别地方有大暴雨。气象部门
提醒，由于 12 日南部雨强较大，且与 7 日至 9 日的强
降雨区重叠，江河湖库底水高，需加强防范局地强降
水可能引发的城乡内涝和山洪、地质灾害。

12日至16日我省南部又下雨
今日赣南局部有暴雨

我省野生稻研究取得重要原创性成果
获授权发明专利4项 研究成果在国际著名期刊发表

“村规民约”坚持30多年

红白喜事节俭办 村民随礼统一标准

村邮乐购站点
拓展服务功能

本报讯 （记者刘斐）6月 11日，记者
从省邮政管理局获悉，为进推进邮政普
遍服务均等化，提升全省邮政普遍服务
水平，省邮政管理局于近期启动村邮乐
购站点加载邮政普遍业务试点工作。经
与省邮政公司协商，宜春市靖安县和萍
乡市湘东区成为全省首批村邮乐购站点
加载邮政普遍服务业务试点。

“利用邮政扶贫站点和村邮乐购站点
的网络优势和信息资源，将邮政普遍服务
延伸到交通不便的边远农村地区和贫困
地区，方便当地群众办理信件、包裹等寄
递服务业务，实现普遍服务和竞争性业务
有机结合，相互促进。”省邮政管理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开展试点工作，拓展村邮乐
购站点服务功能，发挥其服务农村振兴和
服务精准扶贫的优势，推进普惠邮政进村
入户，推动邮政企业更好地履行邮政普遍
服务义务，最终目的就是增强贫困地区和
边远地区群众用邮需求的获得感，让广大
农村地区群众享受更便利的邮政服务。

近日，南昌
市新建区西山镇
泉珠村，工作人
员在高空作业，
组 建 昌 西 南
500kV 输变电工
程梦山-罗坊回
线路铁塔。该工
程 占 地 4.21 公
顷，线路途经南
昌市新建区流湖
镇、西山镇。建
成后，南昌电网
将形成南北分区
供电的模式，供
电可靠性及供电
能力均将大幅提
高。

本报记者
洪子波摄

电网升级

彭泽县新增5座中型泵站
本报彭泽讯（记者邹晓华 通讯员朱芮华）6月

5日，随着28台排涝设备依次启动，标志着彭泽县沿
江 5 座新建的中型泵站建造完成并顺利交付使用，
将承担该县城区及工业园区的排涝工作。据了解，
此 次 新 增 的 28 台 排 涝 设 备 工 程 设 计 总 装 机
9310Kw，分布于该县沿江的龙城镇矶山泵站、辰字
圩2#泵站、城区马湖泵站、芙蓉墩镇江河泵站、红光
建材总厂红光泵站。

2016年汛期结束后，该县提出要解决沿江各圩
区内涝问题。九江市水利规划设计院接到设计任
务后，立即派驻测量、地勘、设计人员进场。当年 9
月完成了工程初步设计报告，10 月完成财政评审，
并进行工程施工、监理招投标。

“今年，我县根据历年山洪灾害防御的实际情
况及地质灾害监测点、雨量站点、水位站点的预警
转移指标值，对 17 个乡镇的山洪灾害防御预案和
151个村级防御预案进行了修订、完善，使之更简明
易行、操作性更强。一旦出现险情，可根据预案中
的具体应对措施，迅速调配物资和队伍，救治和转
移人员，保障道路、通信、供电、供水等基本设施和
群众的日常生活。”该县水利局副局长钱贵伍说。

濂溪区婚姻登记全程零收费
本报九江讯（记者何深宝）6月11日，记者从有

关部门获悉，从 6 月 1 日起，九江市濂溪区推行“你
结婚，我买单”全流程免费服务，群众只需提供身份
证和户口簿，就可办理婚姻登记手续，不用花一
分钱。

“群众登记结婚，需要拍摄结婚照、复印材料
等，这些费用加在一起约50元。群众离婚登记需要
打印离婚协议书等，这些费用加在一起约80元。现
在，这些费用全由政府买单，群众结婚或离婚不需
花一分钱。”濂溪区婚姻登记处主任刘秀娥说。

为提高免费婚姻登记服务质量，该区制订了婚
姻登记照相、摄像、材料复印等服务标准，通过公开
招标、向社会购买服务的方式，引进有资质的企业
到该区婚姻登记处为群众提供优质服务。同时，在
醒目位置悬挂免费服务标志，设立举报电话，接受
群众监督，提升了群众幸福感和满意度。

游客龟峰遇险 众人接力救援
本报弋阳讯（记者余红举 通讯员陈丽华）“在

龟峰景区金钟峰上有游客突然晕倒，请赶紧派人员
救援。”6月 10日 13时 45分，弋阳县 110、120接到紧
急求助电话。得到消息后，由龟峰景区、人民医院、
蓝天救援队近30名工作人员组成的救援队，在沿途
游客配合下，展开了一场救援接力赛。

接到救援电话后，龟峰景区启动了应急预案，
景区安全员在5分钟内赶到现场。由于山上气温较
低，还下着雨，安全员脱下外衣给游客披上。14 时
13分，救援人员冒雨，用了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完
成了游客平时需要两小时才能走完的路程，将晕倒
游客抬下山，沿途游客纷纷为救援队伍让路。

经医护人员初步诊断，这名游客由于血糖偏
低，加上空腹和疲劳导致昏迷，在医护人员为其输
液后，游客恢复了部分意识。据了解，该游客姓许，
经全面诊疗，于当天18时转危为安离开医院。

黎川油画艺术墙绘扮靓城乡
本报黎川讯（记者钟端浪）6月10日，记者走进

黎川县城及乡村，只见街头巷尾及乡村民房的墙壁
上，绘制着一幅幅以乡村民俗为主题的油画。这些
油画色彩斑斓，地方特色鲜明，成为黎川县内一道
亮丽风景线。

近年，黎川县大力打造油画产业，建设油画产
业基地，培育油画人才队伍，使黎川油画品牌声誉
日隆。为扩大黎川油画的影响，去年以来，该县充
分利用本地油画资源优势，开展油画进公共场所、
进新农村、进酒店、进农家等系列活动，打造城乡

“优美风貌长廊”。据统计，该县县城绘制油画墙面
积已达 3 万多平方米。此外，该县还将油画艺术墙
绘与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旅游相结合，对全县 588 个
新农村建设点和 50 个乡村旅游点开展了油画艺术
墙绘进村入户活动。如今，该县县城、新农村和乡
村旅游点，一幅幅精美的油画点缀其中，呈现出新
面貌。

同时，油画艺术也进一步受当地群众喜爱，不
断走进百姓的日常生活。日峰镇的杨彩霞新房装
修，就请画师在家里厅堂墙壁上绘上了鲜艳的牡丹
花。她说：“油画艺术墙绘既经济实惠又好看，我们
一家人都非常喜欢。”

广丰跻身全国农村创业创新范例
本报广丰讯 （记者刘斐）近日，农业农村部向

社会推介 100 个全国农村创业创新典型县范例，上
饶市广丰区跻身其中，为本次评选中我省唯一入选
的县（市、区）。

据悉，农业农村部对本次入选的创业创新范例
提出了具体要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推动落实政
策措施，加大扶持力度，强化平台建设，为农村创业
创新提供更加优良的政策环境和更加优质的公共
服务，为乡村振兴提供新动能、注入新活力、促进新
发展。

近年来，广丰区构建完善苗圃等特色产业孵化
链条，打造政、校、企“三位一体”的人才服务平台，
设立“农民学院”，成立农民大学生创业联盟。同
时，累计筹集小额贷款担保基金 2178 万元，发放贷
款6.55亿元，免费培训各类人才6500人，扶持1.2万
人创业，带动2.88万人就业。

本报记者 余红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