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夏敏慧）7
月 10 日上午，江西现代职业技
术学院环境与能源学院为期 6
天的暑期大学生“三下乡”社会
实践活动落下帷幕，实践团志
愿者踏上返乡旅程。

活动中，实践团成员来到
德兴凤凰湖和白米洲秀山乡，
开展“我是河小青，巡河护河我
助力”保护凤凰湖和湖水环境
卫生整治活动。为追寻红色足

迹，志愿者们来到德兴老红军
朱福荣老人家中，聆听老人的
革命事迹。之后，志愿者们来
到饶守坤烈士陵园和龙头山革
命烈士纪念馆参观，并以诵读

《红色家书》的方式表达对烈士
们的崇高敬意。志愿者们还在
白米洲秀山乡对留守儿童进行
慰问演出，还为孩子们带去防
溺水和拒毒安全知识宣讲。

（图片由通讯员张海军摄）

本报讯 （记者齐美煜 通
讯员肖意风、马慧琴）7月8日至
13 日，围绕“助力精准扶贫、聚
力乡村振兴”主题，江西农业大
学农学院实践团赴修水县，通
过宣讲中央精神、进行调研访
谈、提供农技指导、关爱特殊群
体等方式，开展农科学子联合

实践行动。
实践团成员深入修水县何

市镇火石村、郭城村、松林村，
面向农业合作社、乡镇企业、农
户和驻村第一书记开展问卷调
研、深度访谈，了解当地精准扶
贫政策、乡村振兴战略落实情
况，倾听群众呼声。

修水之行

本报瑞金讯 （记者唐燕
通讯员袁小平）近日，南昌大
学社会工作专业师生赴瑞金
教育精准扶贫社会实践队，深
入瑞金市叶坪乡山岐村驻村
扶贫。

驻村期间，队员们走访了80
户贫困家庭、留守儿童家庭，通
过问卷、访谈等形式了解村民需

求。为进一步拉近与村民的距
离，队员们开展了羽毛球比赛、
组建广场舞队、“名著导读”等
系列活动，赢得村民的积极响
应。队员们结合村民的实际需
求，提供了专业服务。队员们表
示，通过活动，感受到所学知识
在扶贫工作中的独特作用，也感
受到社会工作专业的实际价值。

瑞金之行

本报玉山讯 （记者邹晓华 实习生梁梦娇）7
月15日，由玉山县志愿者协会组织开展的夏季送
清凉走进敬老院志愿服务全面启动。当天，志愿
者们走进四股桥、双明敬老院，为五保老人送上
花露水、藿香正气水、驱虫蚊香等用品，还与老人
互动娱乐。

据了解，此次活动的资金由玉山志愿者协会
通过微信工作群筹集，短短3天，就收到近两万元
善款。玉山县志愿者协会对善款进行合理安排，
计划走访慰问全县 17所敬老院 586名五保老人，
送上防暑用品，让老人过一个清凉舒适的夏天。

◀7月17日，南昌市青山湖区京东镇黄城村
为环卫工送去草帽、毛巾、肥皂、西瓜等防暑降温
慰问品，感谢他们为城市清洁付出的辛勤劳动。

通讯员 万 龙摄

青春之光 照亮筑梦路

德兴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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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子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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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环境与能源学院实践团成员
在饶守坤烈士陵园诵读《红色家书》。

▲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环境与能源学院实践团成员开展防
溺水及拒毒知识宣讲。

因勤俭持家培育了两个大学
生，喻银妹的照片和故事张贴在
居住楼栋最显眼处，该栋楼也被
命名为勤俭持家楼。

今年2月，南昌县莲塘镇王家
社区打造精品社区时，改变以往1
号搂、2号搂、3号楼……简单的命
名方式，而是将有典型示范作用
的人物和故事张贴出来，并以其
事迹命名该栋楼，从而推进社区

“三风”（社风、民风、家风）建设。
王家社区成立于 2011 年 12

月，位于莲塘镇澄碧湖西畔，有住
户6420户，1.8万余人。去年8月，
莲塘镇投入7800万元打造精品化
小区，而今社区面貌焕然一新。

“硬件环境好了，软件环境不
能落后。”王家社区干部燕紫霞介
绍，在今年打造“三风”示范社区
建设动员会上，王家社区干部提
出给小区楼栋取名，这一特别提

议获居民代表的普遍欢迎。
经社区干部摸底调查、征集故

事、征求意见，力求新楼名反映每
栋楼的特点。目前，王家社区 31
栋楼中有 8栋楼被命名为文明新
风楼、勤俭持家楼、绿色环保楼、邻
里互助楼、诚实守信楼、崇德向善
楼、孝老爱亲楼、爱岗敬业楼。

为何不是给每栋楼都命名？
燕紫霞解释：“我们对征集的故事
逐一整理，有些楼栋好人好事也
不少，但不够命名的比例。目前，
新命名楼栋的好人好事占住户比
例都过半。”

4号楼有42户，邻里关系好，
平时谁家有急事，楼上楼下一吆
喝，准有不少邻居伸出援助之手，
于是征求意见时，大家异口同声

“邻里互助楼”。5号楼为绿色环
保楼，是因为居民筹钱安装设备
收集雨水浇花，还在社区开展环

保志愿活动。孝老爱亲楼则因这
楼里的儿媳妇都是好样儿的，孝
顺公婆，家事务料理得十分妥当，
家中未发生过矛盾。

王家社区不仅为楼栋取了好
听而有个性的名字，为使楼名更
有品位，还请画家结合命名楼特
色，以及中国文化习俗，给每栋楼
添加彩绘，让楼房尽显生气，给小
区增添一景。

“主要是在示范社区建设中体
现以人为本和人性化宗旨，让居民
们住在充满生趣的环境中的同时，
传播社会正能量，营造人人学习榜
样的良好氛围。”负责此次“三风”
示范社区打造的莲塘镇党委副书
记张文林表示，现在，已命名楼栋
中的住户珍惜来之不易的命名，好
上加好；没有命名的住户们努力向
命名楼栋的住户靠拢，在社区形成
向善向好的浓浓氛围。

一名普通村民竟画出秀美
乡村规划图，还得到规划部门
的认可。

近日，玉山县下镇镇加湖
村南坞自然村的农民陈昌河出
了名，十里八乡的村民都在微
信朋友圈里转发他画的南坞秀
美乡村规划图。

记者来到南坞村时，工人
正对村里的公路进行施工，
而这条村路正是由陈昌河设
计的。

陈昌河告诉记者，南坞村
原只有一条狭窄的小路，两辆
车都不能会车。在规划图中，
他规划出一条路，能很好地解
决交通问题。陈昌河的想法得
到了村干部的重视，并请玉山
县城乡规划局工作人员多次实
地考察，肯定了他的规划方
案。“他的设计很合理，这与他

生活在这里，了解地形地貌有
很大关系。”玉山县城乡规划局
工作人员表示。

在陈昌河的规划图中，不
仅有宽阔的道路，还有停车场、
老年活动室、景山公园等设
施。玉山县新村办与城乡规划
局对这些设计表示认可，目前
正一一予以详细规划设计。陈
昌河的“秀美南坞梦”正一步步
成为现实。

谈到为何有自绘规划图的
想法时，陈昌河说，一开始是
兴趣使然，慢慢地就成了梦
想。随着南坞秀美乡村的建
设，陈昌河的“秀美南坞梦”已
不是他一个人的梦，而是全村
的梦。“下一步，两个水塘建好
后，更显山青水绿，这样的南
坞才是我梦里的家乡，也能留
得住乡愁。”

楼栋新名字我们来起
邻里互助楼、勤俭持家楼等彰显社区新风

本报记者 余红举 实习生 王海婷 江慧

家乡规划图我来画
村民献计获规划部门认可

吴德强 本报记者 邹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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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地铁施工围挡“瘦身”
本报南昌讯（记者陈璋）7月18日，记者

获悉，为进一步加强南昌轨道交通在建地铁
项目围挡建设管理，规范地铁施工围挡，南昌
地铁项目管理分公司开展了专项排查，主要
检查项目是否擅自围挡，超时间、超范围围
挡，是否按照标准设置围挡，围挡周边环境。
截至 6 月 30 日，地铁在建项目完成 8 个站点
围挡“瘦身”，共5482平方米。

据悉，8 个站点为青山湖西站、国威路
站、火炬广场站、观洲站、丁家洲站、云天路
站、起凤路站、火炬站。同时，阳明路和下正
街交叉口、阳明东路与贤士一路交叉口西侧
等 2 个围挡区域也完成拆除工作，共计 2368
平方米。

此外，原定计划 9 月 30 日前完成的围挡
“瘦身”工作已超前完成 4 个站点，分别为梁
万站、高新停车场、北沥站、洪城大市场站，共
计 5620 平方米。南昌地铁项目管理分公司
表示，还将陆续开展多个站点的围挡“瘦身”
及拆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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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快递三轮车可网上申报
本报南昌讯（记者刘斐 实习生刘樟平）

近日，南昌市邮政管理局组织邮政、快递企业
开展“邮政快递电动三轮车备案系统”操作培
训，市邮政公司、快递法人企业的快递电动三
轮车规范管理工作相关人员参加培训。

据介绍，南昌市邮政快递电动三轮车备
案材料较多，企业纸质材料准备和报送工作
量大，审批效率受一定影响。通过“全市邮政
快递电动三轮车备案系统”，企业可通过网上
提交申报材料，为企业降低成本、减轻负担。
同时，审核部门通过系统实现在线审查，实时
提出驳回补充意见，可直接打印备案材料留
存，进一步提高审批工作效率。

南昌市邮政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系
统上线并不断完善，还将实现备案数据检索
分析功能，同时由研发公司设计生成车辆专
属二维码，通过扫码可核实车辆备案信息、反
馈车辆交通违法违规行为等。

提
效

读者选书 图书馆采购
本报吉安讯（记者赵影 通讯员彭生苟）

7月18日，记者获悉，吉安市青原区图书馆日
前推出“你选书，我买单”读者荐购活动，开启
阅读“私人订制”新模式。群众从借阅者变成

“新书荐购员”。
青原区图书馆相关负责人刘爱凤介绍，

持有该图书馆读者证的读者关注青原区图书
馆微信公众号后，可进入“读者荐购”栏目填
写相关信息及书名，也可根据图书馆提供的
参考书单，选择喜欢的书籍。之后，工作人员
会根据读者填写的书目合理安排购置。这样
一来，既能满足读者阅读喜爱图书的愿望，实
现馆藏文献与读者需求的对接，也能最大限
度地发挥馆藏资源效用，实现“为人找书，为
书找人”。

文
化

上栗强化孕产妇和儿童健康帮扶
本报上栗讯（通讯员文常敏、罗英）身患

重病的贫困户王某某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从
怀孕到孕产，医护人员特别为她和她孩子捐
款筹钱，联系上级医院诊疗，上栗县妇保的党
员医生为她申请了“轻松筹”。这是该县开展
孕产妇、儿童健康帮扶保障工作的一个生动
事例。

据悉，上栗县成立了孕产妇和儿童健康
管理中心，以县妇幼保健院为龙头，“创机
制、建网络、强服务、抓管理”，县、乡（镇）、村
网格内的207名业余保健员和妇幼专职保健
员与保健医生，负责对所属户籍的常住及流
动人口的孕产妇、儿童全员健康保障。154
个村，村村有保健员，连续 5 年无孕产妇死
亡，孕产妇健康管理率由 2013年的 90%提至
2017年的96.7%，7岁以下儿童健康管理率由
56%提至90.28%，新生儿保健管理率由84.5%
提至 89.35%，获得“国家妇幼健康优质服务
示范县”殊荣。

医
卫

7 月 18 日，10 多名工人在南昌
市红角洲红谷南大道景观渠——东
方水系旁清理树枝。因东方水系沿
线景观树全被砍掉，两边仅剩下
树蔸。

之前，这些景观树大部分枯
死。南昌市红谷滩新区城环局相关
人员称，2016年底种了 1000多棵景
观树，包括柳树和水杉。去年涨水
时，不少景观树遭浸泡，导致枯死。
现在砍掉这些景观树，打算补种合
适的植物。

18 日，记者来到东方水系沿线
看到，10 多名工人正搬运砍伐后的
树枝。

据了解，红谷南大道的东方水
系两岸景观树于 2016年底种植，从
岭口路至岭北四路段，沿线长 3000
多米。

当日，记者来到南昌市红谷滩
新区红角洲管理处城管办采访，一
名罗姓工作人员称，这些树已枯死，
砍掉后准备种植其他景观树。

该办负责人陈刚表示，景观树

是南昌市红谷滩新区城环局绿化
组 负 责 种 植 的 ，具 体 情 况 要 问
他们。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城环局绿
化组工作人员曾瀚雄告诉记者，
2016 年，该局在红谷南大道东方
水系两侧种了 1000 多棵柳树和水
杉。“2017 年雨季时，树根遭雨水
浸泡腐烂，导致大面积枯死。现
将这些枯死景观树砍掉，再种植
合 适 东 方 水 系 的 植 物 。”曾 瀚
雄称。

记者问，种植景观树时难道没
进行前期调查论证？曾瀚雄告诉
记者，柳树和水杉适合在水边生
长，但没想到会涨那么大的水。

对于种植新植物的时间，曾瀚
雄表示，现在天气炎热，不适合种
植，要到秋天天气凉快后种植。“我
们将安排种植合适的植物。”曾瀚
雄说。

红角洲千余棵景观树为何被砍？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城环局：遭水浸泡枯死 改种合适植物

本报记者 邹晓华 实习生 梁梦娇

景观树被砍，只剩下树蔸。▶
本报记者 邹晓华摄

我省鸟类新增20种
本报讯（记者杨碧玉）7月18日，记者从

省林业厅获悉，根据鄱阳湖保护区与全国鸟
类环志中心合作研究的最新结果显示，我省
鸟类新增 20 种，达 570 种，占我国鸟类 1445
种的39.52%。

据了解，新增的20种鸟类中，有灰翅鸫、
勺嘴鹬、纵纹腹小鸮、四川短翅蝗莺等。570
种鸟类中，有国家 I级重点保护鸟类12种，国
家 II级重点保护鸟类 81种，省重点保护鸟类
97种；中国特有种15种。本次研究对全省的
鸟类种类进行了重新整理，形成了迄今最全
面而准确的我省鸟类名录。同时，专家对全
省鸟类多样性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保护管理
建议：不仅要进一步对全省鸟类名录进行甄
别，加强对鸟类种群数量、分布、变化动态以
及面临的威胁等情况的研究，并建立全省鸟
类资源数据库，为全省鸟类的保护管理和科
学研究提供数据支撑，而且要将鸟类生物多
样性，作为展示优良生态环境的奖励性指标，
纳入生态文明建设考核目标体系。

生
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