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6月13日上午，安义县乔乐乡卫生院组织开展“粽香情暖、健康敬老”主题志愿服务活动。活动当
天，一组志愿者为老人们进行健康体检，另一组在厨房准备食材，为老人们做一顿端午家常饭。 吴 慧摄

↗ 6月13日上午，南昌市湾里区幸福街道办爱民社区举办了一场“迎端午、包粽子、弘扬民族精神”为
主题的包粽子比赛活动，200多名社区居民同时登台开展包粽子比赛。 本报记者 朱文标摄

← 6月13日，南昌市西湖区文广新局联合丁公路街办在兴柴南苑社区开展端午文化活动。现场，主办
方特意选择青莲子作为粽馅，组织党员代表、民主党派人士代表、社区群众代表3支队伍进行包粽子比赛，寓
意“包青莲粽，过清廉节”。 本报记者 范志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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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走在去村部的路上，驻村
第一书记郑兵突然弯下腰，盯着自
己的皮鞋看了一会。

我转身一看，才发现郑书记的
鞋底已经开了胶，裂开了一个大口
子。

“这已经是我走坏的第二双鞋
了。”郑兵笑着说，驻村以后，他经常
在微信运动的排行榜里名列前茅。

我驻扎的九陇村是江西省永新
县三湾乡最偏远的一个村庄，翻过
一座山头，便是湖南省茶陵县的地
界，就连当地村民看天气预报都是
收看湖南卫视。行走在乡间小道
上，远处层峦叠嶂，脚下溪水潺潺，
许多外地游客来到九陇村，都会对
这里的山清水秀赞不绝口。

但是，对于当地村民而言，大山

成为阻隔他们与外界联系的障碍。
山里的村庄与平原地区不一样，户
与户、组和组之间住得分散，从村头
的小组到村尾的小组，开车都要花
上 20 分钟，村民的房子就像是散落
在大山中的砂砾。碰上多去几家贫
困户走访，一天走个十里地对于郑
兵而言是家常便饭。

今天上午，我们来到了贫困户戴
观明的家中走访。郑兵告诉我，有时
候走访并不是去解决什么问题，只是
单纯上门聊聊天，给他们解解闷。

和大多数农村有着相同的情
况，九陇村的年轻人大量外出务工，
留在村里的常住人口不到100人，再
加上村民的房子分散，整个村庄显
得有些空荡。尤其是到了晚上，村
里没有娱乐活动，寂静的村庄里只
能听见蛙声和虫鸣，以及被偶尔的
脚步声惊出的狗吠。

“每个村小组有谁在家，我可以
掰着手指头点出名字来。”驻村一年
来，郑兵已经对九陇村每家每户的
情况了然于心。

留下来的老人独自在家会感到
孤独，希望有人来陪他们聊天。驻
村帮扶干部的到来，让老人们有了
唠嗑的对象，家长里短、村里的陈年
往事、县里又有了什么新的惠民政
策等话题，都成为老人们的谈资。

我们刚到路口，坐在门口的戴
观明看见我们来了，老远便起身迎
接。紧接着老戴的话匣子就打开
了：“前几天施工队刚刚把我们家门
口的道路又硬化了，我准备在门前
这个位置栽上几棵树，你们觉得怎
么样？”……

“村里一些老人平时一个人无
所事事，我们到家里坐坐，陪他们聊
聊天，他们心里也会很开心，觉得有

人还惦记着他们。”郑兵说，驻村帮
扶不是走过场，只有俯下身子，才能
够倾听老百姓内心的真实诉求并帮
他们解决，驻村的日子才能品尝出

“甜味”。
去年为了巩固脱贫攻坚成效，

乡里在外考察调研后，决定发展丝
瓜种植产业。成熟的丝瓜可用于制
作鞋底、沐浴用品、床上用品等，通
过和加工企业对接，每亩地能够实
现产值4000多元。

贫困户刘满妹今年就准备种 3
亩丝瓜，我们前段时间在走访时，无
意间听她说，因为家里缺劳动力，想
请人帮忙在地里搭架子、拉铁丝网，
这是种丝瓜前的准备工序，也同样
是个体力活。

郑书记听后，赶紧打住她，“请
啥人啊，我们这不就是免费的劳动
力吗？”

第二天一早，我们便来到刘满妹
的地里，把削尖的竹子一根根插进土
里，用斧头敲打固定，再重新固定铁
丝，这样等到丝瓜成熟时，才能承受
得住重量。虽然气温还不算太高，但
是在地里的劳作还是让我这个没干
惯农活的年轻人气喘吁吁，不到一刻
钟，汗水就顺着额头往下滴。

干完活，回到满妹阿姨的家里，
她一边进房间找椅子招呼我们坐
下，一边忙着给我们倒水，摆好杯子
后，又跑去二楼拿出番薯干、南瓜饼
招待我们吃，嘴里还念叨着要留下
我们吃午饭。我能够感受到她对我
们的谢意，山里人的朴素和善良令
人动容。

其实，老百姓心里都有一杆秤，
倘若真心实意为他们付出，他们会
心怀感恩。而产生的情感共鸣，就
如山间的清风一般，温润爽朗。

本报南昌讯（记者蔡颖辉）6月
13 日，全省首张基层群众性自治组
织特别法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在
南昌市西湖区桃花镇大塉村颁发。
今后，全省 16937 个村委会、3843 个
居委会都将领取“特别法人身份
证”，这对加强村（居）委会规范化建
设、增强村（居）委会发展活力和服
务能力将起到积极作用。

据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介绍，
2017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明确规定，“居
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具有基层群
众性自治组织法人资格，可以从事
为履行职能所需要的民事活动”，从
法律上赋予了村（居）委会特别法人
资格，为村（居）委会进行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赋码颁证提供了法律依

据。根据国务院有关通知精神和民
政部的部署安排，结合我省第十届
村（居）委会选举实际情况，我省于
2017年10月底启动了村（居）委会特
别法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基础信息
采集、录入、比对工作。经过各级民
政部门的共同努力，目前除9个因脱
贫摘帽等原因延迟选举的县（市、
区）外，全省其他 91 个县（市、区）均

已完成集中赋码工作。
“以后只要出示这张代码证

就行，不用带那么多杂七杂八的
文件和材料来证明我的身份了！”
大塉村村委会主任陈保根拿着基
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特别法人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证喜滋滋地说，以
往村委会要以自治组织的名义对
外办一些事情，需要到区里开证

明，还要出示政府文件和当选证
明来证明自己的村主任身份。

村委会有了这张“身份证”后，
陈保根既开心又深感压力。“有了这
张证，我们能直接与社会组织对接，
更好地服务居民。同时，村委会作
为独立法人后，也要承担相应民事
责任，在自身建设及管理方面要自
律、自强，自觉接受监督。”

昨颁发首张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特别法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

我省村（居）委会有了“特别法人身份证”

一南昌市民违反禁燃令被拘
本报南昌讯 （记者万仁辉）6月 13日，记

者从南昌市公安局了解到，今年以来，在广大
群众的支持下，南昌市禁燃工作取得了显著
成效。但是，仍有市民抱着节日才禁燃的侥
幸心理，图一时开心以身试法，最后只能接受
惩罚。

据介绍，6月 11日晚，南昌市公安局红谷
滩分局红角洲派出所接到群众举报，联发香
域尚城小区内有人燃放烟花。随后，民警立
即到达现场开展调查。经查，违法行为人系
新入住的小区业主陈某，当日陈某乔迁新居
又恰逢结婚纪念日。陈某当时认为，非节假
日期间，放烟花或无人管，于是当晚在小区空
地燃放了烟花。红角洲派出所依法对陈某处
以行政拘留3日的处罚。

幼儿园邀家长参观厨房
本报南昌讯 （记者刘斐）校园食品安全

牵动着无数家长的心。近日，南昌市东湖区
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联合东湖幼儿园开展
了“校园食堂开放日”活动，共邀请了 20余名
家长代表走进校园实地参观，全方位了解食
堂的运作情况。

活动中，在食堂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的带
领和讲解下，家长代表及执法人员一起参观
了食堂粗加工间、烹饪间、备餐间、食品库房
等场所，对校园食堂的卫生环境、加工过程、
食品留样、餐具消毒、台账管理等情况进行了
全面查验。该食堂已在区市场和质量监管局
指导下进行了“洁厨亮灶”改造并建设了食品
安全快速检测室，硬件完善、卫生良好、管理
有序，从业人员均持有有效的健康证明，未发
现不规范现象。

洛阳东路综合管廊工程量过半
本报南昌讯 （记者余红举）6月 13日，记

者从市政公用集团幸福渠公司了解到，洛阳
东路综合管廊项目已累计完成管廊主体近
2000米，工程量过半，达 52.7%，计划于 9月底
完成管廊主体工程。

南昌市洛阳东路综合管廊项目西起昌东
大道，东至天祥大道，全长 3645 米、宽 50 米，
建设内容包括道路、综合管廊、排水、照明、绿
化、交通设施工程等，其中综合管廊项目设计
使用年限为 100年，管廊有防火、防水、防爆、
防震减灾等作用，内设污水舱、综合舱、电力
舱和燃气舱四个舱室，各种综合管线（如污水
管、自来水管、燃气管、强电线缆、弱电线缆
等）都规划入廊，是南昌市首个实质性开工的
地下管廊工程。

雨水暂歇 气温回升
本报南昌讯（记者徐黎明）13日，

雨水带来了夏日里难得的小清凉，南
昌最高气温在 28℃ 左右，凉爽舒适。
未来3天，省城将维持多云到晴的好天
气，最高气温升至33℃。

在夏季的时候，由于天气是比较
潮湿的，容易导致呼吸道的感染。养
生专家说，这种情况下一定要及时进
行调理，平时应该有个好的生活习惯，
多吃一些排湿的食物。

14 日 ，南 昌 阴 转 多 云 ，22℃ ～
31℃；15 日多云转晴，22℃～33℃；16
日晴转多云，23℃～32℃。

九江彩民喜中3411万元巨奖
本报讯 （记者卞晔）6月 10日晚，双色球

第 18066 期共开出 10 注一等奖，江西彩民独
揽5注，占到全国一半。该大奖被九江市湖口
县的一名彩民获得，中奖彩票为一张 70 元 5
注的 7+1 复式票，中奖总金额为 3411 万多
元。这是江西福彩双色球今年到目前为止中
出的最大奖，也是今年中出的第 11个双色球
大奖。

这两天，湖口县三里大道的 36030711 号
投注站店门前热闹非凡，彩虹门、喜报、腰鼓队
向大家传递着喜庆的氛围。据店铺业主回忆，
他经营投注站已有10余年，这是第一次中双色
球大奖。这也是目前九江中出的最大奖。

新华社记者 范 帆

新华社记者驻村挂职日记之二新华社记者驻村挂职日记之二：：

我帮“满妹”种丝瓜

“妈妈，你看地铁有只抖音熊！”6月10
日，在世界杯到来之际，江报地铁传媒联合四
特东方韵共同打造的“畅享足球盛宴”在南昌
地铁盛大开启。

当日下午，抖音大赛、足球宝贝、花式颠
球大挑战等各类酷炫活动降临秋水广场地铁
站，与市民亲密互动，现场反响强烈。据了
解，主办方打造了两条世界杯主题通道，让南
昌市民就近感受一把世界杯的激情。

通讯员李 龙摄

世界杯主题通道亮相南昌地铁

本报讯 （记者余红举）“毛竹、农副产
品再也不愁运不出去卖了。”这是 6月 6日
奉新县百丈山冷水村村民涂心田发自肺
腑的话。冷水村村民主要收入来自毛竹，
去年 6月 24日，奉新县乡道（西塔至冷水）
上的冷水桥被突发的山洪冲毁，毛竹无法
运出山，村民们的“财源”断了。

冷水村四面环山，西塔至冷水的乡道
是 400 户村民唯一的出路。此前，被山洪
冲毁的石拱桥建于 20 世纪 80 年代，这是

“西冷”乡道衔接最为关键的一环。桥梁
冲毁后，奉新县交通局搭建了一个钢架便
桥，只有 2 米宽，供行人、电动车摩托车过
往。机动车辆无法进出，村民的毛竹以及
农副产品无法运出大山。

“虽然架设的桥长度只有 15 米，但是
解决了百姓的出行大难题。”冷水村党支
部负责人告诉记者，冷水桥跨的是百丈山
一条无名小溪，他指着刚修好的冷水桥
说：“你看，左面是百丈山绕不过去，右面
是悬崖峭壁。”

冷水桥被冲毁导致村民生产生活受
到了严重影响。村民涂心田告诉记者，此
前运输车辆可以直接开到村门口，村民将
毛竹搬上车。石拱桥被冲毁后，村民只有
雇人工步行数里路，将毛竹扛到被毁桥的
另一边运出山，人工成本一天增加了约
100元。涂心田说：“别看只有一条窄窄的
小溪，却成了村民出行的‘拦路虎’，村民
只能盼望修建新桥。”

去年10月，奉新县交通局启动了冷水
桥复建工程，并请桥梁专家专门设计了针
对山区容易暴发山洪的桥梁。奉新县公
路管理所所长温之泗拿着被冲毁桥的照
片说：“原来石拱桥有三孔，过水面积小。
现在提高了建设标准，修建的是钢筋混凝
土结构桥，过水面比原来增大了3倍，再遇
去年同样级别的山洪，仍能保障居民顺利
出行。”

“民心桥”桥修好了，村民不再望“溪”
兴叹。他们正源源不断地将毛竹、农副产
品通过冷水桥运出大山。

本报铜鼓讯 （记者胡光华）连日来，铜
鼓县温泉镇传播着一个暖心的故事：义田
村村民邱忠应帮一名30年的“黑户”申请到
了户口，而且还将他的名字上到了自己的
户口簿上。

这是怎么回事呢？1988 年春，义田村
来了一名 20 多岁的聋哑人，靠打零工维持
生计，他帮人干活都在东家吃住。春节过
后雨水多，一旦遇到下雨天，他赚不到工
钱，也没有吃住的地方。当年 6 月初，他帮
村民邱忠应插完秧后，一时又无活可干。
他就用手势跟邱忠应交流，请求在他家暂
时住下。邱忠应夫妇为人善良，就答应了
他的请求。

有一天，这个聋哑人用手势跟邱忠应
交流，希望以后长期住在他家，帮他干点
活。邱忠应夫妇答应了，为他收拾了一个
房间，购置了新被褥，买了新衣服。

邱忠应夫妇和孩子很快学会了跟他用
手势交流，日常生活中的所有事情，彼此一
个手势，双方立马就明白了。

30 年来，他们像一家人一样。逢年过
节，邱忠应夫妇去走亲戚，总是带着他一起
去，每年都给他买几身新衣服，还隔三岔五
给他零花钱。

邱忠应说：“他现在也有 50 多岁了，因
为没有户口生活十分不方便，办不了新农
保、新农合。今年 3 月，我到温泉派出所求
助，希望给他申报户口，让他成为正式的家
庭成员。”

接到邱忠应的求助，温泉派出所民警
多次向村干部和周围村民了解情况。因无
法找到这名聋哑人的亲人，最后决定由邱
忠应写出申请，经村委会和村民代表同意
接收，将其户口落在义田村。大家都觉得
这名聋哑人跟邱忠应家有缘，就给他取名

“邱前缘”。经过两个多月的奔忙，邱忠应
带着这名聋哑人到派出所办好了户口。

“父母跟我们商量过这件事，我们三姐
弟都十分赞同。这些年，我们相处就像亲
人一样。以后，我们会尽自己所能，让他老
有所养。”邱忠应的儿子邱鹏说。

收留流浪者30年
这对夫妇有大爱

修好“民心桥”
村民出山不再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