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南昌讯 （记者朱华）“这么
热的天，工作人员吹着空调，而办事
大厅里连风扇都没有，我们热得实
在难受。”7 月 5 日，南昌市民李小姐
向记者反映，南昌市公安局交管局
高新大队（以下简称高新交警）办事
大厅里热得像蒸笼，来办事得出一
身大汗。

记者实地调查发现，群众反映情
况属实。高新交警办事大厅的空调
和风扇设在工作人员区域，群众办事
等候区域因为被柜台玻璃隔开，所以
难以享受清凉。

当天 16 时，南昌最高气温达
34℃。高新交警办事大厅里等待办

事的有四五十名群众。有群众不停
地拿办事材料当扇子扇风，一些在窗
口前排队的群众衣服已汗湿。在这
种环境中记者仅待了10分钟，就觉得
有些难以忍受。由于只有两个办事
窗口启用，前来处理交通违法的群众
较多，有的人已等了一个多小时。

记者走到办事窗口附近，看到工
作人员所在区域有两台立式空调正
在工作，温度设定在 26℃左右，旁边
还有几台落地扇。在办事窗口前，因
办事柜台的玻璃下方留有高 20 厘米
左右的空隙，可以感受到里面传来的
阵阵凉意，不过这些泄漏出来的冷气
难以辐射到办事大厅的其他区域。

7 月 9 日，记者再次来到高新交
警办事大厅，发现此处的冷热差别情
况和前几天一样。记者以办事群众
反映情况的名义，敲开办事大厅科长
办公室的门，发现这间办公室里凉意
十足，一名穿便服的工作人员回应记
者提出的办事大厅没有空调的问题
时说：“那是上面的事，我们会反映给
上面。”随后他不再理会记者。

记者走出办事大厅，来到交通事
故处理大厅，发现这里同样没有空
调，而几间独立的办公室玻璃门紧
闭，可以看到里面有空调和工作人
员。

（图片由本报记者朱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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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救溺水者 两人受表彰
本报南丰讯 （记者邹晓华）7 月 6 日，南

丰县召开“见义勇为先进分子”表彰会，对黄
健、王超两位同学见义勇为的行为进行表
彰。该县综治委授予黄健、王超“见义勇为先
进分子”荣誉称号，并分别向他们颁发了荣誉
证书和奖金。

6 月 9 日下午，黄健、王超在该县市山镇
包坊村观必上乐园游玩时，发现有人溺水。
两人默契配合，将溺水者救上岸并进行急
救。此事在该县引起强烈反响，大家纷纷为
两人的见义勇为行为点赞，并表示要以他们
为榜样，弘扬中华民族见义勇为的传统美德
和无私奉献的高贵品质。

江西农大学子“三下乡”
本报讯 （通讯员鹿光耀、廖镇宇）7 月 3

日，江西农业大学人文学院教育关爱服务团
赴德兴市开展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
开展以“爱国红色教育、禁毒宣传教育、安全
假期教育、心理健康教育、课堂知识教育”为
主题的教育活动。

多年来，江西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坚持让
“三下乡”成为“常在乡”，曾组建精准扶贫服
务团、送法下乡宣讲团、国情社情调研团等，
贯彻落实了团中央文化、科技、卫生下乡号
召，努力做到弘扬正道与严管阵地同心共治；
用心谱写振兴苏区“交响乐”，奏响赣鄱大地
最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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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桥流水、茂林修竹、七彩
民居……盛夏时节，被称为“好
客王家”的横峰县姚家乡王家
村的青山绿水间，一幅风光旖
旎的生态画卷徐徐展开。

7 月 7 日，“好客王家”首期
夏令营活动开班，来自赣浙两
地的 30 多个孩子将在这里度
过 15 天的趣味生活——军事
化训练、趣味式拓展、体验式农
耕……让这个假期不再单调。

“以前，孩子沉迷电脑游
戏，一玩几个小时。现在，玩手
机游戏，有时一天玩十多个小
时。”暑假到了，如何让孩子过

个健康充实的假期是家长热议
的话题。上饶的江女士说：“亲
子游、体验游，或让孩子参加夏
令营，都是不错的选择。”

“真漂亮，我强烈建议让姥
姥来这里度假。”来自浙江的年
轻女孩夏欣贻，用手机定格着
一幅幅乡村美景，不停地晒进
微信朋友圈，还时不时在微信
上与家人“时空喊话”。

在岑山生态博乐园内，参
加亲子游、体验观光游的游客
更是络绎不绝。岑山生态博乐
园是以“体验+休闲”模式打造
的田园综合实体，将游乐场、亲

子游、拓展训练、餐饮、多功能
培训厅、休闲垂钓区、农业观光
园、有机蔬果采摘基地、手工制
作坊、农耕体验等建点成景。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快
速发展，乡村旅游成为习惯都
市生活人们的在节假日的重要
选择。横峰县依托秀美乡村建
设，打造“一乡一品”“一村一特
色”品牌，将秀美的田园风光、
良好的生态环境、多彩的村落
文化融合，大力实施全域旅游，
开发旅游农产品，助力乡村振
兴。荷博园赏荷游、礼孝东山
的文化游、新篁的原生态游、葛

源的红绿古三色游、红石部落
和以现代农产品为依托的横峰
葛、葡萄、白茶、白莲、黄桃、猕
猴桃、杨梅等特色农产品采摘
游体验游，加上新兴的亲子游、
青少年拓展训练、夏令营等各
种旅游方式在横峰乡村风生水
起，农家的小菜干、红薯片、米
粿片等特色小吃也随之既有
价，更有市场。

一名游客表示：“来这不仅
能采摘到健康的有机蔬果，还
能和孩子参加互动游戏，体验
农耕文化，既让他体会农民的
艰辛，还能增长见识。”

本报安福讯 （记者徐黎
明 实习生洪紫凝）7 月 7 日，
安福县举办“吃新”（祈福）农
耕文化旅游节，主会场设在该
县洲湖镇塘边历史文化名村，
上万名游客及民俗文化和摄
影爱好者齐聚，欣赏千年文化
古村独具特色的“吃新”民俗。

安福县传统吃新节也叫尝
新节，是该县民间传统节日，被
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
当地，吃新节是仅次于春节的
节日。

据悉，吃新节没有固定日
期，在早稻开镰收割前举行。吃
新节当天，家家户户张罗着过

节，餐席丰盛但不铺陈。
此次“吃新”（祈福）农耕

文化旅游节，当地还举行了舞
龙舞狮表演、茶艺表演、品尝
农家大碗菜、参观塘边古民
居、旅游商品展示和摄影大赛
等活动。

（图片由本报记者徐黎明摄）

安福吃新节 游客享大餐

舞狮表演舞狮表演

工作人员吹空调 办事群众受煎熬
南昌高新交警办事大厅“冷热两重天”

◀办事大厅里很闷热，市民背上
衣服都被汗湿。

▲工作人员身边的空调正在工作。

抛开手机游戏 品味乡村特色

体验+休闲 趣味假期开始啦！
康云清 本报记者 刘 斐 实习生 刘樟平

暑期旅游市场热力开场
“多家庭拼团游”成一大特点

普吉岛游船倾覆事故

暂无江西游客
遇难信息

本报讯（记者赵影）7月5日下午，
两艘载有 120 余名中国游客船只返回
泰国普吉岛途中，突遇特大暴雨发生
倾覆。截至 7月 9日上午，泰国官方通
报称，事故中已有 41 具遇难者遗体完
成打捞，仍有5人生死不明。搜救工作
目前正在进行。

据了解，此次涉事中国游客多为
通过在线平台订购产品的自由行游
客。记者从携程、同程、驴妈妈、飞猪、
途牛等在线旅行平台获悉，目前暂无
江西游客遇难信息。其中，同程、驴妈
妈、途牛表示，现在普吉岛的跟团游和
自由行客人全部安全。携程表示暂无
江西游客信息。飞猪表示，截至 7 月 9
日 15 时，船只倾覆事故涉及该平台预
订游客 68 人，其中 16 人证实不幸遇
难，暂不能提供籍贯信息。目前，各大
在线旅行平台已启动突发事件应急预
案，并对近期出游普吉岛等订单提供
相关退改等方案。

记者从省内的赣中旅和环境国旅
获悉，目前这两家机构组织的团队游
暂无江西游客在此次事故中遇难。另
外，在曼谷等地的我省跟团游客全部
安全。

记者从省内旅游市场获悉，目前
该事件没有对泰国游市场造成太大
影响。

据南昌海关驻昌北国际机场办事
处数据显示，目前，南昌直飞泰国有曼
谷、芭提雅两条航线。6 月，泰国方向
进出境旅客达35674人次。其中，出境
17800人次，入境17874人次。

目前，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发出通
知，强调暑期旅游安全，并要求各地要
进一步加大我国公民在境外旅游的合
法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保障，切实做
好我国公民出境自助游相关工作。要
求在线旅游企业和平台、旅行社开展
紧急排查，下架一批不合格自助游产
品，并提醒广大游客，出境旅游特别是
海外自助游要增强风险防范意识，警
惕各类风险，平安出游，理性出游。

南昌铁警
三天“捡”了五个娃

本报讯 （记者邹晓华）随着暑运
到来，外出旅游客流直线上升。7 月 5
日至7日，南昌火车站的民警帮助旅客
找回走散的5个孩子。

7 日 13 时 50 分，民警在候车室巡
查时，发现一名小男孩站在检票口大
哭。询问得知，男孩叫轩轩，6岁，准备
跟姑姑去厦门找父亲。姑姑去上厕
所时让他在外等，可等了半天也没见
到姑姑。民警立即向所部指挥室通
报，并带轩轩前往服务台广播，将情况
通报到各执勤岗点。20 分钟后，轩轩
的姑姑终于找到了。

同日 16 时，民警在火车站安检口
执勤时，一名约 30 岁的旅客丁女士报
警称，她带女儿上厕所，出来时发现同
行的表哥家的两个孩子不见了。民警
通过调取监控和现场找寻，于 17 时找
到了这两个孩子。原来，两个孩子因
为要坐火车去外地，心情十分激动，到
处找进站通道去看火车，通道没找到，
又忘了之前的候车地方。丁女士见两
个孩子安然无恙，掏出一千元钱表示
感谢，被民警谢绝。

南昌铁警提醒，当下火车站出行
旅客较多，家长要照看好孩子，教育孩
子不能到处乱跑。如与孩子走散，家
长要第一时间向车站民警或工作人员
寻求帮助。

旅游·提示

关注暑期

本报讯 （记者龚艳平 实
习生胡勇涛）暑假来临，学生群
体加入旅游大军，毕业游、亲子
游、家庭游、研学游等多主题叠
加，为本就进入旺季的旅游市
场带来客流井喷。连日来，记
者采访获悉，江西今年暑期依
旧是旅游热门省份之一，南昌、
景德镇、婺源、武功山、三清山、
大觉山、仙女湖等地预计将成

暑期省内旅游热门目的地。不
少家庭已安排暑期出行计划，
各类旅游产品预订不断升温，
我省暑期旅游市场火热开场。

随着暑假来临，“带娃出
游”是暑期旅游市场的一大热
点，据同程旅游《2018暑期旅游
消费趋势报告》中亲子旅游线
路预订情况显示，亲子游比例
超过一半，其中携带3名及以上

儿童出游的“多家庭拼团游”也
是今年暑期旅游的一大特点。

毕业生结伴出游是今年暑
假旅游市场的另一大特点。记
者了解到，随着中、高考相继结
束，我省一些景区推出针对中、
高考考生的门票和游玩项目优
惠政策，为考生送上暑期旅游
福利。同时，多家旅行社推出
了结伴自由行、全班总动员等

毕业游产品。
主题乐园、动物园、漂流、

博物馆、海洋馆等是暑期周边
游的热门项目。从省内看，南
昌万达乐园暑假推出系列主题
活动吸引了不少游客、省内各
类博物馆的游客也在不断增
长、南昌动物园单日入园
人数也在节节攀升。

旅游·特色

旅游·市场

南昌城管执法将全程记录
本报南昌讯 （记者陈璋）7 月 9 日，南昌

市城管委召开全市城管执法系统规范化建设
工作部署动员大会，决定自 2018 年至 2020
年，在全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队伍中开展规
范化建设工作，并出台18项规范性文件制定
全市城管执法标准，内容涵盖场所规范、行为
规范、执法规范。

在执法行为规范方面，南昌市首次出台
《南昌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辅助管理人员管
理暂行办法》，建立起协管员用工备案管理信
息系统，强化协管员的统一监督管理。同时，
还制定了着装、胸号牌、文明用语、工作守则
等管理办法，约束全市执法人员的执法行为。

在办案流程规范方面，将实施行政执法
公示、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和重大行政执法
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确保各项执法行为的规
范性和合法性。

“我们还将建立起城管执法督察机制，重
点对执法队伍不作为、乱作为等情况进行督
察，试行城管执法查法分离机制，在机构设置
层面最大限度遏制和减少不良现象的发生，
提高执法效率和水平。推行城管网上办案，
实现无纸化办公，全过程监管。”南昌市城管
支队支队长秦芳表示。

“油耗子”服务区偷油被抓
本报讯 （记者蔡颖辉）7 月 9 日，江西高

速交警和于都县公安局刑警大队联合行动，
抓获9名专在赣南高速公路服务区偷盗货车
柴油的嫌疑人。

据了解，盗窃柴油团伙成员多驾驶假牌、
套牌面包车，将车后半部分改装成油罐，同时
配备盗取柴油的电机、油桶等工具。得手后，
会立即前往其他服务区偷盗，再驶出高速就
近销赃。接到报警后，警方调取监控录像，锁
定一辆面包车有重大作案嫌疑。9 日，行动
小组抓获了李某某等 7 名嫌疑人、销赃嫌疑
人 2名，缴获作案嫌疑车 3辆。9名嫌疑人均
已被刑事拘留。

高速交警提醒，驾驶员要提高防范意识，
将车辆尽可能停靠在有人值守的停车场或有
监控设施的场地内；并将油箱一侧紧贴墙壁
一侧，或安装有防盗作用的油箱锁。

7月4日，德兴市香风盏国学情商学堂，孩子们在诵读国学经典篇章。
暑假来临，经典国学和传统礼仪课堂深受孩子们喜爱，孩子们在感受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充实了假日生

活。 本报记者 徐 铮摄

浙赣携手“文化走亲”
本报南昌讯 （记者毛江凡）7 月 7 日晚，

南昌青山湖区罗家镇文化广场，上演了一场
丰富多彩的夏日纳凉晚会。与以往不同的
是，这次的文艺演出充满了浓郁的“浙江风
味”。当经典越剧曲目《何文秀·桑园访妻》的
唱腔响起，观众立即报以热烈的掌声。

记者获悉，这场公益演出由青山湖区文
广新局与浙江嘉兴市秀洲区教体局共同组织
编排，是浙赣携手“文化走亲”、文化惠民的一
项重要举措，也是本土文化与外省文化跨地
域交流互动、丰富群众精神生活的有益尝试。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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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进行防溺水“闭卷考”
本报樟树讯 （记者邹海斌 通讯员符兴

蓉）“您知道家附近哪里有池塘吗？”“如果发
现有小孩掉进池塘，您会怎么做？”近日，樟树
市中洲乡组织教师上户家访，对家长进行防
溺水“闭卷考”，赢得家长的好评。

为提高暑假期间学生家长的监管和救护
意识，中洲乡除开展防溺水安全家长会、发放
告知书等工作外，还组织 70 余名教师深入
764名学生家中，就周边水域情况、学生日常
去向、溺水救护知识等实际情况，逐户对家长
进行“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不少家长表
示，暑假将强化对孩子的教育和监管，防止溺
水事件发生。

同时，中洲乡还积极开展防溺水日常巡
查工作，重点对山塘、水库、蒙河等区域进行
拉网式排查，在危险水域旁树立警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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