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唱首红歌给党听
6月21日晚，芦溪县芦溪镇东阳村党总支组

织东阳村合唱团全体成员举行了“唱首红歌给党
听”文艺活动。据悉，芦溪镇党委组织了庆“七
一”系列活动。芦溪镇东阳村合唱团是由东阳村
老党员、村民等组成的，现有成员70余人。

（王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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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赵影）日前，记
者从省内旅游市场获悉，6月中下
旬以来，暑期出境游咨询、预订量
持续走高，我省居民暑期出游热情
高涨，尤其6月底7月初，中小学校
陆续放假，市场上的家庭游、亲子
游、游学主题线路受到青睐，东南
亚地区、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都
是今年暑期出境游的热门方向。

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出游
价格尚未全面上调，此时出游仍
具有一定性价比。进入 7、8 月暑
期旺季，特别是 7 月 15 日后出游，
届时将较 6 月普遍涨幅在 10%至
30%，建议出游市民提前做好规划
避峰出游。

“暑期有很多关于亲子和游
学的出境游行程，我们一般提前 1
个月左右开始关注，方便安排签
证和出游时间。”南昌市民吕女士
表示，今年暑期她锁定了一个美
国博物馆+名校学府的出境游行
程，“行程中游玩和学习的融合度
比较高，还是希望孩子能在游玩
中学习新的知识。”

“根据往年的情况来看，预计
市场将于 7 月 15 日前后迎来一波
出游高峰。”省内某旅行社相关负
责人表示，“6月中下旬以来，暑期
出境亲子游、游学主题的咨询、预
订明显走高，美国、英国、澳大利

亚、东南亚地区都是热门目的地，
热门学府和风景名胜最受家长青
睐。”

据介绍，目前尚未全面调价，
到 7 月中上旬前都算是黄金出游
时间，出境游方面，加拿大、新西
兰、越南等方向性价比相对较
高。另外，法国、意大利等欧洲目
的地正进入旅游旺季，价格开始
上浮。价格涨幅最明显的目的地
为 2018 世界杯举办地俄罗斯，跟
团、自由行线路环比涨幅达30%以
上。值得关注的是，受世界杯影
响，我省居民对墨西哥、冰岛、瑞
士等目的地的咨询量明显上升，
据同程旅游介绍，相较于“一国深
度游”，我省游客更青睐 12 日-15
日的多国跟团游行程。

机票方面，6 月底开始，部分
航线将开始调价，尤其暑期旺季
中的临近周末以及周末航班，机
票涨幅将更加明显。目前，也有
部分航空公司推出优惠票价。记
者从航空公司获悉，即日起购买
从南昌出发前往境外多地机票均
有少量优惠票价，如东航推出南
昌至纽约、洛杉矶往返机票 1320
元起，南昌飞多伦多、温哥华往返
机票 1090 元起，酷航推出南昌至
悉尼单程机票938元起，南昌至马
尼拉单程机票998元起等。

本报讯 （记者龚艳平）
近年来，在明月山机场“空
港”效应的带动下，宜春旅游
市场迎来高端客流“井喷”，
民航业和旅游业实现双飞
跃。6 月 26 日，记者获悉，为
进一步推动“航空+旅游”深
度融合发展，宜春出台航空
旅游优惠政策。

明月山机场 2013 年 6 月
建成通航，搭建起宜春与外
界沟通交流的“空中桥梁”。
经过5年发展，宜春从通航之
初只有北京、上海、深圳、昆
明 4 条航线发展到如今开通
了国内 12 个热门城市的航
班，撬动国内旅游市场。同
时，宜春还与深圳航空联合
推出“经深飞”中转联程产
品，从明月山机场乘坐深航
航班经深圳中转直达新加
坡、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等
国家，拓展国际客源。

“航空+旅游”成为共识，

宜春坚持“大交通+大旅游”，
飞机飞到哪里，旅游宣传推
介、对接服务就做到哪里。
这些紧贴旅游市场的举措共
同发力，吸引了越来越多的
外地游客“飞”进宜春，感受
宜春旅游的魅力。据不完全
统计，2017年，明月山机场共
接待航空旅游团队 1000 个、
4.53万人次；今年1至5月，共
接待航空旅游团队475个，同
比增长21.8%。

宜春市旅发委相关负
责人表示，航空是旅游六大
要素之出行要素，为旅游提
供了交通便利，旅游业的快
速发展又为航空提供客源
支 撑 。 近 年 来 ，宜 春“ 航
空+旅游”融合发展，实现
了“1+1 大于 2”的效果。据
了解，2017 年，该市共接待
游客 7196.85 万人次，实现
旅游综合收入 611.27 亿元，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35.8% 和
25.1%。

随着客流量的快速增
长，根据形势的发展需要，宜
春启动了对明月山机场的升
级 改 造 ，并 计 划 于 今 年 完
成。预计到 2025 年，明月山
机场年旅客吞吐量将达 130
万人次。这将为宜春发展全
域旅游注入新动能。为进一
步推动“航空+旅游”深度融
合发展，宜春近日出台航空
旅游优惠政策，境内景区、酒
店等针对“打飞的游宜春”的
游客推出系列活动。今年
内，国内外游客凭南昌昌北
国际机场、明月山机场机票
（登机牌）到宜春旅游都可享
受优惠政策。

本报南昌讯 （记者龚艳平
实习生胡勇涛）记者 6 月 27 日获
悉，南昌确定凤凰沟、象山森林公
园、西湖李家、安义古村等43个景
区获得2017年度旅游景区（点）建
设项目补助。据悉，自 2012 年设
立旅游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以来，
该市累计扶持补助各类景区（点）
建设项目120余个，补助总金额过
亿元。

根据《南昌市旅游产业发展
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旅游景

区（点）建设补助标准为：国家 3A
级（含）以上的旅游景区（点）建
设，按不超过项目核算投资额30%
的比例给予扶持补助；其他旅游
景区（点）建设，按不超过项目核
算投资额 20%的比例给予补助。
补助最高限额为：国家 5A 级景区
500 万元，国家 4A 级景区、投资额
亿元以上项目 200 万元，国家 3A
级景区 100 万元，南昌市乡村、特
色、红色旅游点50万元，游客服务
中心15万元。

6 月 25 日，记者来到宜丰县海
拔最高的村——双峰林场双木村，
见到了 52 岁的村医钟树新。见记
者来访，他说：“我从 1991 年起，就
在村里当医生，这辈子离不开大山
了。”

海拔620米的双木村，“隐藏”在
莽莽竹海之中。山路弯弯，人口稀
少。由于条件艰苦，双木村卫生所前
后换了七八名村医。村党支部书记
熊清明说：“由于收入微薄，有的村医
到了外地当医生，有的改行干别的，
有的干脆回到家里务农了。”

看着乡亲们翻山越岭，走几个
小时山路去双峰林场卫生院看
病。学习中医的钟树新 1991 年回
到村里，一个人撑起了这个卫生
所。从此，钟树新成为村民健康的
守护者。由于能吃苦、肯钻研，他
的医疗技术进步很快，四面八方的
群众都来找他看病。

后来，邻村院南村卫生所的医

生因为条件太艰苦离开了。院南
村人想请钟树新到院南村卫生所
工作。钟树新答应了请求。从此，
他每天早上去院南村卫生所上班，
下午再返回双木村卫生所。这样
的工作状态，他坚持了8年。

钟树新医德好，有求必应。以
前山上都是黄泥路，遇到病人求
助，钟树新不管白天晚上，无论刮
风下雨，也不管严寒酷暑，立马会
赶到病人家中。摔了多少跤，遇到
多少危险，他记不清了。后来，随
着山区交通条件改善，他又添置了
摩托车，为患急病、重病的村民争
取了出诊时间。

有一次，院南村村民戴国忠在
山上干活时被土蜂叮咬，回到家时
已不省人事。接到电话后，钟树新
立即赶了过来，给他打针，半小时
后才醒了过来。“山上蛇虫多，经常
有村民被叮咬出现昏倒、呕吐，甚
至大小便失禁等症状，有的不及时

抢救还会有生命危险。”钟树新说，
为这样的事出诊多得数不清了。

27年来，钟树新收获了村民的
好口碑。但这个卫生所却没给他
带来多少收入。“双木村人少，以前
多的时候也不到200人。给人看病
年收入才 1 万多元。现在，留在村
里的人只剩下30多个，年收入还不
到1万元。”钟树新笑着说，“我老婆
经常取笑我，还没有她砍毛竹挣得
多。”

为了增加家庭收入，钟树新种
了6亩田，还养了牛。其实，他早就
可以走出大山，拿到更高的工资。
2014年，有人介绍他到深圳一家医
院工作，月薪 7000 多元，被他婉拒
了。这样的机会，他拒绝了4次。

钟树新说：“不是不需要钱，而
是舍不得这里的乡亲，如果离开了
双木村，大家看病就太不方便了。”

因为多年的坚守和奉献，钟树
新被评为宜春市“最美乡村医生”。

本报萍乡讯 （通讯员彭清
华、尹富岚、刘伟南）近日，86 岁
的汤松波躺在干净整洁的房间
里，喃喃地说：“我就要住在张老
师家，哪儿都不去，这里就是我
的家！”他口中的张老师，就是家
住萍乡市安源区城郊管委会井
冲村的退休女教师张望秋。28
年来，张望秋悉心照顾汤松波，
上演了一场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的动人故事。

汤松波是城郊管委会旭日
小学退休老师。1990年夏天，已
经病退在家的汤松波来到张望
秋家，提出了租房居住的要求。
张望秋想到汤松波孑然一身，又
曾是自己的同事，便应允了。没
想到，汤松波这一住就是28年。

80岁以后，汤松波有点大小
便失禁，都是张望秋帮他洗洗刷

刷。2017 年 7 月的一天，85 岁的
汤松波突然昏倒在地，从此瘫痪
在床。此后，张望秋夫妻俩分了
工：张望秋负责端茶倒水、做饭
喂饭、倒屎倒尿；丈夫林圣云负
责给汤松波翻身、洗澡、擦身。
值得一提的是，张望秋从不计较
汤松波是不是给了房租。尤其
是汤松波瘫痪一年来，张望秋多
次自己掏钱帮汤松波买来尿不
湿、衣服、药物等，把他当亲人服
侍。

汤松波的兄弟姐妹早已过
世，两个侄子偶尔来看望他时，
提出要接他去养老或送他去养
老院，可老人总是不同意。张望
秋也对汤松波的侄子说：“他不
想走，就让他住着吧。我们一直
觉得汤松波就是我们的家人，他
没有儿女，我们做他的儿女。”

6月24日，市
民在赣州章贡沙石
镇花田小镇观赏田
园风光。据悉，花
田小镇位于国家级
森林公园峰山脚
下，开发面积2200
余亩，是集旅游、观
光、采摘、购物、品
尝、农事活动体验
和传统农耕文化于
一体的新型生态
园。

本报记者
梁振堂摄

新建区成立水上巡回法庭
本报南昌讯 （记者陈璋）日前，在禁渔

三个月后的鄱阳湖开湖捕捞之际，南昌市新
建区法院法官来到辖区南矶乡开展涉水纠
纷法制宣传、鄱阳湖水域联合巡逻、维稳等
工作。这标志着该院打造的司法工作品牌

“水上巡回法庭”正式开工。
为进一步服务全区生态文明建设，维护

水域秩序，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打通服务
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新建区法院决定在该
区南矶乡设立水上巡回法庭。该院精心设
计法庭相关制度，明确水上巡回法庭负责审
理南矶乡、赣江水道新建区范围内的水污染
防治、生态保护、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生态环
境损害公益诉讼、环境资源的权属、侵权和
合同纠纷等刑事、民商事纠纷。

此外，该法庭还建立联席会议机制。
公、检、法、司、林业、渔政、水政、环保等部门
将定期召开联席会议，统筹协调相关部门职
责分工，加强联合执法和监督管理。

坚守大山 好村医服务乡亲27年
本报记者 胡光华

老人孤苦伶仃 她长年照料如亲人

宜春“航空+旅游”比翼飞

暑期出境游升温 7月中旬迎高峰

南昌43个景区获旅游建设项目补助

6 月 22日，在“中国天然氧吧”上犹县梅水乡新建村站台，满载游客的“亨
通-168”赣南森林小火车拉响汽笛，缓缓驶出站台开往下一站园村站。

据悉，赣南森林小铁路是我国南方林区目前唯一保存完好的森林铁路。目前，该
县开通了赣南森林小火车新建-园村-窑下旅游专线，沿途有客家门匾、生态茶园、田
园风光等风景。

本报记者 杨继红摄

南昌完成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年检
本报南昌讯 （记者万仁辉）近日，南昌

市人社局对 54 所市管民办职业培训机构进
行了年度检查评估，其中53所培训学校年检
合格，1家培训学校主动注销。

据介绍，南昌南方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等
53所民办职业培训学校年检材料齐全，办学
规范，年检评估为合格，可继续依法办学。
南昌市东湖区创业技能培训中心主动申请
注销，并上缴了《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和公
章。

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度南昌市管民办
培训学校共培训技能人才 3.3 万人次，培训
对象主要为在职职工、农村劳动者、失业人
员等，其中6个月以下的短训占50%左右。

6月25日，空中鸟瞰合龙后的南昌前湖
立交。前湖大道快速路计划于今年8月底实
现主线通车，届时市民可以直接从朝阳大桥
驱车前往湾里区。 本报记者 朱文标摄

前湖立交雏形现

本报讯 （记者赵影 通讯员
韩俊烜）夏日炎炎，在庐山市归宗
灿村，一群来自北京、上海、广州
等地的游客聚集在此参加当地的
插秧节，观赏傩舞、听汉唐古曲，
小朋友们第一次下田，亲手插下
一行行秧苗。

“我们觉得庐山的旅游很有
特色，不仅山清水秀，作为中国隐
逸文化的发源地，庐山将农耕文
化与旅游相结合是一个很好的尝
试。很多都市人对农业都很陌
生，在庐山我们亲近自然，体验农
业生产的快乐，特别是带着小孩
一起更可以促进家庭成员之间的
感情。”游客曹恺予说道。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别样红”。6 月 24 日，游客熊可炣
和同事一起走进位庐山温泉荷花
园，园内荷花竞相开放，美不胜
收。熊可炣和同事一边观赏荷花、
拍照留影，一边采莲蓬剥莲子玩得
不亦乐乎。在120余亩荷花池中，
粉红的荷花碧绿的荷叶一望无
际。除了观赏荷花，这里还可以体
验垂钓、采摘等休闲项目，据悉，目
前，该园每天接待游客近6000人。

熊可炣表示，“这里很适合周末游
玩，吃吃农家饭，体验一下农家生
活的趣味，很新鲜的感觉。”

据了解，为了做大做强旅游
产业，庐山市以项目建设为重点，
以特色农业为抓手，在招商引资
建设交通索道、艺术小镇、东林大
佛、东林古镇、中航归宗等重点项
目建设的同时，引导农户积极参
与旅游产业发展，鼓励农业与旅
游联姻。通过政策、技术、资金三
大帮扶举措推动观光农业开发建
设。现在，走进庐山市，春游桃花
源可以采春茶，端午走进行归宗
可以耕田插秧，夏秋荷花园里可
以采莲蓬挖莲藕，柑橘、草莓、葡
萄基地四季瓜果飘香引得游人流
连忘返。

据了解，当地政府引导农民
进行土地流转3.57万亩，建立专业
合作社 326 家，对种养大户给予
4520 万元贷款支持，协调农业项
目与旅游企业对接等，目前，正逐
渐形成一个三百余家基地、企业
开发，千个农户家庭参与生产，近
万人就业，每年数亿元产值的特
色农业旅游链。

农耕田园游成暑期游热点

本报南昌讯 （记者徐黎明）连日高
温天气，让盛夏的威力一览无遗。一个
让人略感欣慰的消息是，周五起，连续三
天的雷阵雨天气将让高温有所收敛。

高温来袭，酷热难耐。连续 3天，南
昌最高均气温突破 35℃，人们出行都是

“全副武装”，墨镜太阳伞等防晒物品一
个不少。周四，南昌还将迎来 36℃的气
温，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周五开始，
南昌雷阵雨天气持续到周日，最高气温
降至高温线以下。28日，南昌晴转多云，
28℃～36℃；29 日雷阵雨，27℃～34℃；
30日雷阵雨，27℃～32℃。

雷雨来了 高温收敛

本报南昌讯 （通讯员刘琦）近期，在南
昌县广福镇的14个“乡村讲习所”，一场场讲
政策、讲法治、讲技术、讲道德的现场讲习，
受到群众欢迎。

据了解，广福镇充分整合全镇党员活动
室、村级文化活动室、农家书屋等场所资源，
按照“有牌子、有场地、有制度、有计划、有队
伍、有成效”的六有标准，在 14 个村分设“乡
村讲习所”固定阵地。讲习所每月定期集中
开展宣讲，定期或不定期深入田间地头等生
产一线开展现场讲习。按照“群众点单、讲
习员配菜”的方式，紧扣农民群众实际需求，
重点对创业贷款、朝阳产业、产业发展等方
面的政策进行宣讲，组织开展农业生产、家
畜养殖等实用农业技术培训，努力把讲习所
打造成集党性塑造、政策理论宣传、农事技
能技术培训、乡土人文习俗培育的阵地。

“乡村讲习所”受群众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