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龚艳平）今年
端午节恰逢父亲节，高考结束的
学生大军也加入出游行列，将出
现亲子游、父母游、毕业游等多
主题叠加现象，我省旅游市场将
迎来一波出游小高峰。

初夏气候舒适宜人，是全年
最佳出游时间之一。根据驴妈
妈旅游网发布的出游趋势报告，
南昌的群众出游热情高，是端午
假期全国十大热门旅游出发地
之一。相比五一假期，家庭游比
例上升，是今年端午假期出游主
力军。在出行方式上，我省旅客
以自由行为主，航空、铁路、自驾
等是主流出行方式。为方便旅
客出行，南昌铁路局将加开旅客
列车213列。

端午小长假只有 3天，但拼
假模式扩大了群众的出游半径，
带旺了中长线旅游市场。

途牛旅游网发布的端午旅
游消费趋势预测显示，超六成用
户选择中长线旅游产品，拼假成
为用户出游主流选择。这也与
我省旅游市场的情况基本吻
合。南昌市新旅程国旅负责人
喻娟表示，在接待出游报名群众
的过程中，许多群众选择拼假进
行一次中长途旅行，出境游也成

为不少人的选择。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端午小

长假第二天为父亲节，不少子女
选择“带上老爸去旅游”。

多家在线旅游平台发布的
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家庭
出游占主流，“三代同游”将成
为端午假期旅游路上的一道新
风景。同时，高考结束后，出游
减压放松被不少学生和家长提
上日程，文化游、山水游、美食
游是今年毕业旅行的三大热门
主题。针对学生客流，南铁推
出了“青山绿水减压游”“蓝色
海洋放飞游”“古城风韵探索
游”“刺激味蕾体验游”等动车
游线路。

此外，我省多地将结合当地
独特的旅游资源和旅游产品，推
出端午旅游系列活动，让游客体
验丰富多彩的旅游文化生活。
其中，我省不少地方将举办赛龙
舟活动，为端午假日增添氛围，
为旅游市场加油助力。龙舟赛
事属于一项水上运动，具有一定
风险性。省旅发委日前发出通
知，要求各地旅游部门严格按照
相关要求举办龙舟赛事旅游节
庆活动，同时切实保障赛事安全
措施到位。

多主题叠加 多方式出行

我省端午旅游市场
将迎小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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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到三湾乡挂职时，路过了
一处木质门楼，上面写着“高车坳
畲族村”六个大字。当地干部向
我介绍，这是一个隐匿在大山深
处的少数民族村落，尽管是一个
行政村，但是常住人口却不到 30
人，村里还有一片人迹罕至的地
方，至今保留着成片的原始森林
和瀑布群。山高路远，人烟稀少
是这个村的真实写照。

层峦起伏的大山，仿佛隔出
了两个世界，守着大山生活的这
些村民，究竟过着怎样的日子？
我的心里充满了好奇和疑惑。今
天下午正好空闲，便约着几位驻
村帮扶组成员一道前往高车坳，
去探访这个大山深处的村落。

穿过木质门楼，便可见一条
蜿蜒曲折的小道通向村里，狭窄
的山路在容纳了一辆小车后，便
再无其他的空间。路旁翠竹林
立，风吹过竹林，竹叶“沙沙作
响”，一路行驶，都未曾见到人烟。

直到约一刻钟后，在村部门

口，我们见到了正准备骑着摩托
车去贫困户家里走访的村委会副
主任兰岳华。因为村党支部书记
和村主任先后辞职，作为副主任
的他成了村里的“光杆司令”。

出现在我眼前的这位畲族
汉子，个头不高，目光炯炯，他一
边扶着摩托车，一边和我们攀谈
起来。

“最大的变化那肯定是路
咯。”兰岳华告诉我们，以前家家
户户门前都是泥巴路，晴天一身
灰，雨天一身泥，下雨天都不敢骑
摩托车，一不留神就会打滑翻
车。自从村里开展脱贫攻坚以
来，每家都通了入户水泥路，他的
摩托车也可以在村里各个角落畅
通无阻，“如果不是因为脱贫攻
坚，村里没有能力去修这些路。”

在山里人的眼里，路是最重
要的生活条件，只有脚下的路才
能连接外面世界，祖辈们一辈子
辛勤劳作，就是要让后人走出大
山，去外面的世界闯荡。然而，路
修好了，村里能出去的年轻人也
都出去了，只留下一些老人踽踽

独行。祖辈的愿望实现后，却加
速着村庄的凋敝。

我们一路边走边聊，兰岳华
向我们分享着大山里的生活。因
为交通不便，高车坳的村民要出
趟山，只有沿着我们进村的那条
山路，如果没有交通工具，这段距
离对于他们而言，便意味着 1 个
多小时的徒步行走。这样的出行
方式让我们感到惊讶，但对于这
里的村民却是司空见惯。

而一些我们生活里司空见惯
的场景，在高车坳村却有着不同
寻常的演绎方式。

一般来说，乡里的村民如果
要买肉买菜，或者购置些生活用
品，会有商贩骑着电动三轮车，挨
家挨户流动叫卖。但是高车坳村
山高路远，商贩是不会把三轮车
开进来的，一来路远，二来就算进
来了也没有人消费。村民们吃菜
可以自己种，但如果想要买点肉
吃，就得提前商量好，“众筹”购
买，凑到了一定的数量再打电话
联系，商贩才会送肉进山。

而在山里，有时候打电话也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高车
坳村有个村小组地处大山深处，
通话信号不够稳定，尽管村民都
有手机，但是有时要走到信号较
强的地方，才能拨出一通电话。

居住于此的村民大多都是独
居老人，为了彼此有个照应，他们
相互有个约定，每天早上，看见谁
家没有开门，一定要去他家里看
看，以便发生意外情况时，还能有
人向外界发出信号。

也正是因为如此，兰岳华的
日常工作中多了一项特别的任
务——巡村。

“一方面是看看这些老人，他
们平时有什么发烧感冒能够照应
一下；另外一方面是乡里七站八
所的工作和政策需要向下传达，
我们不可能把村民叫到村部开
会，只能自己骑着摩托车一户一
户做工作。”兰岳华拍了拍裤腿上
的灰尘，接着说，村民住得分散，
只能自己挨家挨户上门，从 2015
年就任村干部以后，他便坚持一
个礼拜至少两次的巡村工作。

尽管如今水泥路代替了泥

巴路，但是他每次出行还是会让
妻子有些担心，“特别是晚上去
乡里开会，要摸黑骑半个多小时
的山路，他不回来我都睡不好
觉。”妻子劝过他很多次，但是兰
岳华的回答又总是让妻子无言
以对，“村里本来就没什么人了，
假如我撂挑子不干了，这些事情
谁来做呢？”

沿着山路走访完贫困户后，
兰岳华送我们出村，山里刚刚下
过一场雨，升腾而出的袅袅烟雾
还没有来得及散开，缭绕在群山
间，“你们城里人很难得见到这么
好的风光吧，你说这样的美景埋
没在大山里多可惜啊！”兰岳华叹
了口气，尽管拥有得天独厚
的生态资源，但是却一直

“养在深闺人未识”，兰
岳华希望村里能够早
日得到开发，让更多
的游客知道高车坳
这个地方。
（新华社南昌

6月12日电）

因为 4 年前患脑梗，张立新行
走时需依靠拐杖。然而，一坐下
来，张立新拿起雕刻刀依旧游刃
有余。

张立新以雕刻为生，他最值
得骄傲的是，花三年半时间，在一
根竹子上雕出 288 名历史人物。
这个名为“竹雕·中国龙”的作品，
2013 年 成 功 申 报 吉 尼 斯 世 界
纪录。

因保存条件有限，张立新希望
寻找具有保存条件的有缘人或单
位，捐献“竹雕·中国龙”。

竹雕“中华上下五千年”
6 月 12 日，在都昌县汪墩乡伏

羲书院，记者见到了张立新的这个
作品：竹兜作龙头，竹梢作龙尾，作
品中的“中华上下五千年”的288名
历史人物造型不一，表情栩栩如
生。

1974年，张立新进入都昌县木
器厂工作，在这里一干就是 10 年。
后因都昌县木器厂倒闭，使他想到
学木雕技术。

通过熟人介绍，张立新拜名师
学技。他十分珍惜难得的学习机
会，每日一早，就跟师傅学木雕，刀

不离手。短短 4 个月，张立新便能
在任意大小的木头上按图案雕刻
出山水、花鸟、走兽和人物。

2009年，张立新萌生了一个想
法：雕刻历史人物，展现“中华上下
五千年”。

创吉尼斯世界纪录
张立新找到一根长 14.6 米的

毛竹，经过三年半的创作，终于镂
雕出288个历史人物。

竹雕完成后，张立新向吉尼斯世
界纪录总部提交了材料，申报世界最
长、所含人物最多的镂空竹雕作品。

2013年6月22日，对于张立新

来说，终生难忘。当天，在都昌县
相关人员的陪同下，吉尼斯世界纪
录总部工作人员来到了都昌县。

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官程东
现场证实，张立新的“竹雕·中国
龙”作品，镂空竹雕总长 13.461 米
（雕刻时较原毛竹有裁剪），共有
288 名历史代表人物。程东宣布，
这是一项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捐给“有缘人”展出
随着吉尼斯世界纪录对外宣布

谁结果后，“竹雕·中国龙”引起关
注，慕名而来的观赏者不断。据了
解，吉尼斯世界纪录给“竹雕·中国

龙”评估市场价值约950万元，有老
板提出收购想法，被张立新拒绝。

张立新雕刻的初衷是在得到世
界吉尼斯纪录认证后，无偿捐给国
家，作为文化载体，弘扬中华雕刻文
化和技艺。张立新称，他曾找到都
昌县有关部门，提出捐赠的想法，但
要找到容纳下这个“庞然大物”的场
地非常难，加上后期保管技术处理
等问题，让受赠单位犯难。

“自己保存条件并不好，如果
不妥善保存，一番心血将付之东
流。”如今，张立新想把“竹雕·中国
龙”捐给有保存条件的单位或个
人，便于展出，让更多人观赏。

匠心雕龙创吉尼斯世界纪录 作者寻“有缘人”保存展出

“竹雕·中国龙”盼住新家
本报记者 余红举

我省开展客运班线“线长制”试点
本报讯 （记者邹晓华）近日，省运管局连续批

复同意江西抚州长运有限公司、宜春汽运股份公
司、江西新世纪汽运集团有限公司开展道路客运班
线“线长制”试点工作。

据悉，“线长制”是指由道路班线客运企业指派
专人担任相关客运班线的“线长”，具体负责管理道
路客运班线的人、车、线路、行车环境等安全因素的
一种管理模式。开展“线长制”试点是省运管局积
极探索解决道路客运企业内部安全生产管理问题
的创新举措，旨在指导企业构建责任明确、管理严
格、措施有力的客运班线安全管理新模式，杜绝各
类安全隐患、防范各类安全风险，落实企业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省运管局要求，赣州、宜春、抚州市运管部门要
指导相关企业尽快制定试点工作方案，开展道路客
运班线“线长制”试点工作，进一步推动道路客运班
线安全管理。

德兴扶持掌叶覆盆子产业发展
本报德兴讯（记者钟端浪）掌叶覆盆子是我国

传统的中药食材，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去年以
来，德兴市出台了若干政策扶持掌叶覆盆子产业发
展，并设立了每年度 500 万元覆盆子产业发展专项
资金，着力打造“中国掌叶覆盆子之乡”。

覆盆子是蔷薇科悬钩子属植物，在我国范围内
分布的悬钩子属植物有 194 种。《中国药典》收载的
覆盆子品种为华东覆盆子，因其叶子形状多为五
裂，像人的手掌（五指状），故又称“掌叶覆盆子”。
据了解，为推动掌叶覆盆子项目加快发展，德兴市
采取了“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即公司提供资
金、技术、人才，负责保护价收购，以及产品的深加
工与销售。合作社以成员（农户）为服务对象，直接
为农户提供技术培训、原料发放、质量监督和产品
收验等技术服务。农户利用自有山地、经济林进行
种植，直接获取收益。

此外，德兴市还立足掌叶覆盆子等属地丰富的
“药食同源”道地药材和植物，依托江西天海科技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的国家“863计划”和国家科技富民
强县项目，整合地方旅游资源，积极融入“三清山-
德兴-婺源国际生态旅游先导区”发展战略，申报创
建“国家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基地”，建设集中医药
文化、养生养老、理疗服务、健康教育于一体的中医
药养生保健综合体，并积极筹建覆盆子鲜果采摘园
和观光园，全力打造旅游观光、休闲体验、科技推广
科普教育等新型产业为主的大健康产业。

《热心村民救火摔成重伤》追踪
爱心汇聚 筹得善款逾27万元

本报景德镇讯 （记者王景萍 通讯员许荣崽）6
月 7 日，本报报道了景德镇市昌江区热心村民周发
春救火时摔成重伤，并因家贫急需社会救助一事。
连日来，周发春的事迹引起了广泛关注，如潮的爱
心涌向救火英雄。

“周发春见义勇为、匡扶正气，是昌江大地的优
秀儿女，是昌江区新时代农民的杰出代表……”7
日，昌江区委书记罗璇在该区党委微信工作群发出
倡议，向英雄学习，伸出援手，让英雄不孤单。罗璇
的倡议，在昌江区各单位迅速掀起了为周发春奉献
爱心的热潮。来自昌江区民政局的消息显示，截至
11日下午，周发春的家属已收到社会各界善款18.79
万元。此外，周发春的事迹也引起网友关注，网络
轻松筹也筹得善款8.45万元。

“来自社会各界的关爱，让我感觉到社会大家
庭的温暖。”周发春的妻子冯广严说，“社会各界的
爱心给了周发春战胜病魔的勇气，给了我坚持下去
的理由，真心地感恩每一名好心的人。”记者了解
到，目前，周发春已脱离生命危险，景德镇市第一人
民医院正在全力救治。

交警安慰受伤男孩获点赞
本报宜春讯 （记者邹海斌）6月 8日，在宜春市

民的微信朋友圈热传一张照片，一名交警坐在满是
雨水的道路上，搂着一名在交通事故中受伤的男
孩。市民纷纷为这名交警点赞。

当天11时30分，在宜春市袁州区下浦街道徐田
小区门口，一辆小轿车与一辆电动车相撞，电动车
上 3 人均受伤，其中一名男孩的腿被撞骨折。两名
交警巡逻路过，其中一名交警见受伤男孩躺在积水
的道路上，担心男孩的安危，赶紧坐在地上搂住男
孩，让他靠在身上。

宜春市交警支队直属二大队负责人告诉记者，
这名交警是新城中队的钟思敏。钟思敏回忆，他看
到骑车的妇女和小女孩伤势轻微，但男孩伤势很
重，正痛哭挣扎。考虑到地上满是积水，不能让孩
子躺在积水中，更不能让孩子昏迷过去。于是，他
坐在积水的地上，搂起男孩，让他靠在身上，直到
120急救车到来，将其送往医院。

高考理综第8题选A或B均得分
本报讯（记者万仁辉）高考结束后，我省使用的

2018年全国高考理科综合卷第8题引发讨论。根据
此前公布的标准答案，第8题选A。随后，部分老师
和学生提出不同看法，认为该题也可以选择答案B。

6月11日晚，省教育考试院发布公告指出，经高
考理科综合卷评卷专家组认真评议，认为我省使用
的 2018年全国高考理综卷第 8题试题本身无问题。
但不同群体从不同角度对该试题的B选项有不同理
解，同时考虑到高中教学实际，根据专家组意见，我
省评分细则中将明确，对该题单选A或单选B的均
给6分。

6月12日，群众在省中医院领取免费香囊。
当日，该院举办中药香囊科普宣传活动，邀请群众一起做

香囊，向群众赠送香囊。
香囊制作精美，里面装的中药香料挥发的特殊

香气可以起到安神、醒脑、驱蚊等功效。据悉，给
小孩戴香囊，是我国古代端午习俗。通过此次
活动，可让群众了解传统节日的深刻内涵，感
受中医药独特魅力。

本报记者 梁振堂摄

迎端午 佩香囊

位于井冈山脚下的江西省永新县是革命老区县，也是国家
级贫困县，举世闻名的“三湾改编”便发生于此，曾经的革命热
土如今正进行着轰轰烈烈的脱贫攻坚战役。今年3月，记者
来到永新县三湾乡，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挂职锻炼。在挂职
蹲点调研期间，记者和当地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和乡村干
部一道行走在田间地头，走村入户访民情、听民声，足迹
遍布三湾乡的所有行政村，并将驻村挂职期间的部分所
见所闻、所思所想通过“挂职日记”的形式记录成稿。

新华社记者驻村挂职日记之一：

深山里的世界
■ 新华社记者 范 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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