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次救援任务非常艰辛，
蚊虫、暴雨、塌方、湿热等都是严
峻的考验。”8月5日晚，赴老挝执
行国际救援任务平安归来的婺
源蓝天救援队队长洪广华说。
当天，上饶的蓝天救援队派遣的
4名前往老挝参加救援的队员平
安归来。

响应“召集令”
7 月 23 日，老挝一座在建水

坝发生严重的溃坝事故，多个村
庄被淹，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
失踪和巨大财产损失。该事件
发生后，中国蓝天救援队紧急响
应，全国各地蓝天救援队接到

“召集令”后，立即积极响应，上
饶的蓝天救援队共派4人前往老
挝参加救援。

“7月 26日 8时许，统一乘飞
机赶往老挝。”洪广华说，他和上
饶另外3名救援队员在云南昆明
与全国其他地方的救援志愿者
汇合，一道赶赴老挝执行国际救
援任务。

救援中，救援队员要面对
当地网络信号不畅、蚊虫叮咬

等不利因素，但救援团队坚守
一线，搜寻每一个等待救援的
当地群众。

“此次，中国蓝天救援队共
有 74 人参加救援。”洪广华说，

“通过连续十余天的努力，大家
交上了‘优秀答卷’，得到当地高
度认可。”

热心公益事业
洪广华热心公益事业，婺源

县大鄣山中学原校长方建红竖
起拇指说：“学校 12 间浴室是他
个人捐资5万多元建的。”

“我是志愿者，也是婺源蓝
天救援队队长，我就想当个‘编
外公仆’。”洪广华笑着说。

有一次，婺源县江湾镇济溪
村游某不慎坠河，因汛期时河流
湍急，游某顿时被冲出村外。济
溪村委会主任游春成立即在“婺
源蓝天救援志愿者”QQ 群发出
求助信息。得知情况后，洪广华
当即组织人员奔赴江湾镇开展
搜寻工作。“当时有十几个人搜
寻，接连7天入水作业，终于找到
游某遗体。他们没在村里吃一

餐饭，都是自掏腰包吃快餐，令
人感动。”游春成赞道。

洪广华还打出公益服务“组
合拳”。谁需要帮助，他的工作
日记记录非常详细。“我常下乡
获得第一手资料，为乡亲们多做
好事。”洪广华说，通过牵线搭
桥，许多企业家与大鄣山乡贫困
儿童开展“一对一”结对帮扶。
每逢年底，洪广华还组织企业家
为当地贫困学生和孤寡老人送

粮油、棉被、衣服、书包等物品。

开展旅游服务
“我们打造‘户外运动之乡’，

请他帮忙调查旅游资源，他自掏
腰包制作了400多个户外运动向
导标识。”大鄣山乡党委书记戴
有彬说。

大鄣山乡古驿道有多长、凉
亭有几个、哪里方便摄影……洪
广华的工作日记也有详细记录，

俨然成了大鄣山乡的“旅游通”。
近年，婺源“赏花”旅游旺

季，洪广华带当地蓝天救援队员
参与交通疏导、游客救助、咨询
服务等工作，实现了“睹花不堵
路”，赢得“最美婺源蓝”的美誉。

“个人力量微不足道，我希望
更多人伸出爱心之手，
将‘中国最美乡村’
建设得更美丽。”
洪广华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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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亲戚，也没有血缘关系。李先水
与李火根父子两人接力照顾智障“亲人”李
古桂整整 50 年。

盛夏时节，记者走进地处大山深处的德
兴市万村乡墩上村，了解这段半个世纪的
故事。

1952年正月，李火根的父亲李先水在外
乡见到了刚离婚的李古桂的母亲，便将其介
绍给同村的李章半，也就是李古桂的父亲。
第二年，李古桂出生。

“听父亲说，李古桂两三岁的时候，持续
高烧，得了脑膜炎，影响了大脑发育。”李火
根说，在他的记忆里，李古桂的童年几乎没
有朋友。

1968 年，李章半因故喝农药自尽，李古
桂的母亲一病不起。其同母异父的姐姐决
定将母亲接回老家。“我父亲劝其同母异父
的姐姐，把李古桂留下。”李火根说，“我父亲
觉得，因为他的撮合才让李古桂来到这个世
界。这一留，就是五十年。”

李火根的父母亲都是农民，留下李古桂
对这个本就一贫如洗的家庭来说，无疑是雪
上加霜。

“李古桂能听懂，但表达不清楚，也没什
么力气，只能做放牛、锄草等农活。”李火根
说，李古桂进家门后 10 多年，是家里最苦的
时候。即便如此，李先水也从没想过把李古
桂送回去。

1982 年的一天，李先水对李火根说，他
年纪大了，希望李火根继续照顾李古桂。“他
就是我的弟弟，我一定会照顾好他。”李火
根说。

“夏天气温高，蜂箱不要放在太阳下暴
晒，可以加空箱、搭凉棚，也可以把蜂箱搬到
树荫底下，记住没有？”晚饭前，李火根带李
古桂在后院里剥青豆，看着沿墙脚摆放的蜂
箱，把中午的话又重复了一遍。

教李古桂养蜂挣钱，李火根10多年前就
想过，可每每看到李古桂在蜂箱前的惊恐
状，他又放弃了。但现在不一样，他年事已
高，老伴已走了4年，李古桂以后怎么办？

今年初，墩上村驻村第一书记汪淑华找
到李火根，说准备给他再添置一些蜂箱，希
望他教李古桂养蜂，帮李古桂“造血”脱贫，
为其晚年储备积蓄。

分箱、除虫、割蜜……李火根将养蜂技
术反复教给李古桂，一遍一遍演示。

“您放心，如果您先走了，我们会接过担
子，赡养叔叔到百年。”看出李火根的担心，
其女婿付昌幼表明了态度。

好媳妇
坚守瘫痪丈夫身边9年

彭生苟 本报记者 邹晓华

48岁的刘永红，已记不清最后一次与丈
夫曹刚武牵手，花前月下是什么时候。她只
知道，三千多个日日夜夜里，浪漫的牵手早已
换了方式。她曾无数次梦见，经日复一日的
按摩，瘫痪的丈夫重新握住她的手，和她一起
到白头。

吉安市青原区河东街道浒岗村委会的
刘永红，每天要早早起床，给瘫痪的丈夫喂
饭、擦身体。因为常年卧床不起，曹刚武容
易生病，时常喊疼。为方便照顾，刘永红在
旁边搭了一张床，晚上也不敢睡得太沉，随
时起床帮丈夫按摩，给他端屎倒尿。此外，
她还要服侍婆婆，做家务……

从一个被丈夫呵护宠爱的妻子，变成家
里的顶梁柱，以前她根本没有想过。

事情还得从2009年说起，就在一家人欢
欢喜喜造新房的时候，曹刚武在家门口意外
跌倒，造成全身瘫痪。“听到这个消息，就像
天塌下来一样。家里要做房子，他要治病，
真的很困难，我又没有收入。只好去借钱。”
刘永红哽咽地说。

曹刚武摔倒时，脖子以下没有知觉。他
说，每次看见辛劳的妻子，想握住她的手揽
过她的肩安慰她时，可无能为力。经过妻子
的细心照料，他的手臂能动了。为减轻刘永
红的负担，曹刚武想出个好办法：让妻子在
床头放一坛水和吸管，口渴时用手臂揽起管
子吸水。“她算是坚强的女人。我长年卧床，
她无怨无悔地照顾我，照顾这个家。”

丈夫需治病吃药，儿女在上学，母亲体
弱多病。“当地镇村干部了解到刘永红家的
情况，经常上门慰问，送一些日常用品，还帮
她解决实际问题。”河东街道浒岗村党支部
书记王建兵说，“村委会干部帮她落实低保
和精准扶贫政策，同时号召大家向她学习。”一名高考生，一名交警，因

为高考当天雨中求助，让他们有
了一次邂逅。对交警来说，这是
一件普通的事，但这名高考学子
对交警的帮助念念不忘。8 月 7
日，这名学子与家人来到交警大
队，寻找两个月前给予她帮助的
交警，再次道一声感谢！

6月8日，高考第二天。当天
8 时，家住南昌市老福山附近的

胡同学和其父去考点。但大雨
下不停，又是周五，老福山周边
道路出现拥堵，可能延误考试。
焦急的父女俩见附近有交警执
勤，就向交警求助。

“这名交警问清考点位置
后，就让孩子穿上雨衣，戴上头
盔，用摩托车送孩子赶去考点。”
时隔两个月，胡先生还清楚记得
当时的场景。

不到10分钟，胡同学就到达
考点。因当时心牵考试，胡先生

只在交警帮女儿套上雨服时用
手机拍了几张照片，胡同学也只
来得及在考点大门前向这名交
警说“谢谢”。匆忙间，他们两人
连这名民警的姓名都不知道。

胡同学的妈妈说，交警在孩
子下车后还不忘嘱咐她“放轻
松”“要加油”，这让胡同学心里
倍感温暖。考试后，迫不及待地
对父母说，要好好谢谢这名“警
察叔叔”。当时，全家决定，一定
要当面向护考交警表示感谢。

成绩揭晓，胡同学被华东政
法大学录取。“一定要把好消息
告诉这名交警，再次向他道谢。”

8月6日下午，胡同学与其母
亲来到南昌市公安局交管局西
湖大队。胡同学按手机拍下的
照片去“找人”。胡同学的母亲
说：“很快，孩子兴奋地跑出来
说，找到了，他叫黄志昂！”

“我接到电话时非常意外，
没想到考生会找过来感谢。”6日
傍晚，该大队交警黄志昂还在辖

区巡逻，他们约好第二天见
面。黄志昂有些激动告诉记
者：“没想到孩子会记得我。”

7 日 15 时，黄志昂见到了胡
同学一家。当胡同学把“无私奉
献尽职守 高考护航保平安”的
锦旗送到黄志昂手中时，他又高
兴又感动。

据悉，从警 11 年的黄志昂，
担负了 11 次中高考交通勤务工
作，这两年，他就护送了多名考
生去考点。

本报南昌讯 （记者陈璋）8 月 8
日，生态文明建设下的南昌可持续
发展路径暨扬子洲发展模式专家咨
询会在南昌召开，7名国内外知名专
家学者南昌聚首，共话南昌生态文
明建设，为南昌市新一轮城市总体
规划支招把脉。

当天上午，专家组先后来到红
谷滩新区建军雕塑广场、东湖区扬
子洲镇洲头，实地踏勘赣江、扬子洲
镇生态现状以及产业发展情况。在
专家咨询会上，专家听取南昌市新
一轮城市总体规划以及扬子洲地区
现状概况介绍后，就如何科学把握
大局、可持续发展、城市绿色崛起等
内容纷纷发表看法。

“通过两天了解，南昌的自然生
态环境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中国
城市规划学会乡村规划与建设学术
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尚武说，南昌应
在不同层次上把基础设施建设好，
有效地协调生态文明和城市发展的
关系。

“看了赣江两岸灯光秀，非常
美，南昌近几年的变化让我震惊，刷

新了我对南昌的印象。”东方园林景
观设计集团首席设计师李建伟说，
城市发展不在于大小，而在于品质，
南昌有好的自然资源，水系发达，可
在水域利用方面做文章。

南昌市城乡规划局副局长陈明
远介绍，自2009年，南昌市将扬子洲
地区和南新乡部分地区列入城市发
展控制储备用地，10 年内严格控制
开发建设。如今，扬子洲区域十年
控储即将到期，其区位优势、交通优
势、生态优势日趋凸显，为及早研判
扬子洲区域科学定位，探索生态文
明建设下的南昌可持续发展路径，
特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为生态
文明建设下的南昌可持续发展路径
建言献策，提前谋划扬子洲地区的
发展，以协调好扬子洲地区经济发
展、社会与生态保护关系，释放生态
红利，促进扬子洲地区建设，完善城
市功能。

“扬子洲的规划可以在水域沿
线多留红线，给河流滩涂多一些空
间，让水真正活起来的同时，注重景
观生态和产业发展。”李建伟说。

近日，居住在南昌市新建区红
谷十二庭小区附近的群众反映，小
区外几十米处大量垃圾堆积，严重
堵塞道路，垃圾发出来的酸臭味更
让周边上百户业主苦不堪言。这名
群众称，将情况反映给了新建区城
管委。新建区城管委回复称，已将
问题转至新建区环卫所处理。新建
区环卫所则回复：此处属长堎镇乌
沙河社区管理。

8 月 8 日上午，记者来到南昌市
新建区红谷十二庭小区西门外，看
到很多垃圾，其中多为建筑垃圾，还
有树叶、生活垃圾等。小区一名业
主称，当地对乌沙河进行提升改造，
环境发生了变化，可乌沙河边堆积
的垃圾影响乌沙河一带的形象。

记者在现场看到，一辆车从小
区内将垃圾运出，倒在乌沙河边。
红谷十二庭物业经理冷胜冰向记者
诉苦称，小区规划时没有设立大的

垃圾池，因有部分业主在装修，所以
物业在小区西门临时建了垃圾池。
冷胜冰表示，物业堆放垃圾经过乌
沙河社区允许。“一次，垃圾池被铲
车铲倒，业主就将建筑垃圾堆得散
开来。”冷胜冰说。

对此，新建区长堎镇乌沙河社
区回复表示，之前，红谷十二庭的建
筑垃圾堆放于小区内。群众多次到
社区反映情况，经过社区与物业沟
通，将建筑垃圾临时堆放点移至小
区西门外，并砌有垃圾池。因有业
主装修，物业要等垃圾达到一定数
量才会请车清理。

冷胜冰称，会重新将垃圾池砌
好，并派人值守，不允许乱倒垃圾。

“垃圾到一定数量后就请清运车拖
走，不会形成垃圾山。”冷胜冰说。

长堎镇乌沙河社区党支部书记
周国爱告诉记
者，社区会督促
物业及时清理
垃圾。

本报南昌讯 （记者蔡颖辉）
路旁空地上有老年人唱戏，经常
到 22 时还在飙高音，让附近群众
不胜其烦。执法人员每次去整治
时都因对方多是老年人，而难以
采取强制手段。8月 7日晚，南昌
市青山湖区京东镇综合执法队与
附近的天泽社区做了一次尝试，
请孩子劝阻这些扰人的爷爷奶
奶。这些孩子的话还真管用，当
晚就见成效。

青山湖区北京东路与南池路
交界路口人行道上有个小广场，
从去年开始，有老人带着音箱、二
胡等在此摆戏台。

“唱戏不错，可丰富周边群众
的业余文化生活，但小广场上 3
个‘戏班子’一起唱，都想盖过对

方的声音，结
果唱戏声成了
噪音，晚上 10
点还唱，严重

影响了周边居民休息。”附近社区
的李阿姨说，居民多次向有关部
门反映，但问题一直没解决。

“我们整治过多次，效果不理
想。”京东镇综合执法队队长张云
龙介绍，该镇综合执法队与城管
中队去执法时，会遭遇老人阻
挠。“有时，被老人们围着骂；有
时，老人们还用身体挡住我们。”

为此，执法人员想过不少办
法，也和唱戏、听戏的老年人沟通
过，请他们声音小一点，不要唱得
那么晚，但劝说多次也没用。“有
一次，看到一封小朋友写的信，呼
吁这些老人家应营造安静、健康
的生活环境，我就想能否请小朋
友来规劝老人。”

7日 20时，记者来到小广场，
发现 3 个“戏班子”唱得热火朝
天，音量的确不小。

“孩子们，拿好这份公开信，
发给唱戏和听戏的爷爷奶奶，请

他们尽量小点声，早点回家，不要
影响大家休息。”在天泽社区居委
会干部的带领下，10 余名孩子走
向小广场上唱戏的老人。

“爷爷，这里的声音很大，影
响我晚上学习，以后能不能声音
小一点？”“奶奶，唱戏听戏也要注
意休息，您早点回家休息，太晚回
家让家人担心哦。”

这些孩子一边给老人散发公
开信，一边用稚嫩的声音劝爷爷
奶奶，现场不少老年人连连点头，
说以后会注意。

“我们还在此立了一块公示
牌，把孩子写的公开信原件打印
在上面，规劝大家晚上 9 点后不
要再唱戏。”张云龙说。

21时 20分，记者与执法人员
再次来到小广场，此处已没有了
往日的喧闹，唱戏者全部离去。

“看来这次规劝有效果，希望这个
小广场能在深夜保持宁静。”

吕富来 本报记者 徐黎明

本报记者 蔡颖辉

跨国救援 我省志愿者交优秀答卷
上饶4名蓝天救援队员从老挝平安归来

难忘雨中护考 考生按照片寻助人交警

小区外垃圾堆积 业主不堪其扰
南昌市新建区红谷十二庭小区：重砌垃圾池 及时清运

本报记者 邹晓华

小广场变成戏台 居民深夜难休息
南昌市青山湖区京东镇请孩子规劝老人初见成效

专家南昌“论剑”——

扬子洲可做活“水文章”

城
市
建
设

近日，南昌市英雄大桥西桥头大面积的波斯菊、硫华菊开得正艳，在蓝天白云的衬托下格外美丽。
据悉，该片区域曾零乱分布着砖厂、修理厂、废品收购站等。2017年11月，红谷滩新区管委会

启动环境整治工作，全面清理该桥头周边有碍观瞻的违法建筑物、废弃物，并种上波斯菊、硫华菊等
植物。如今，此处面貌一新，成市民游玩的好去处。 本报记者 洪子波摄

两代人
接力照顾智障“亲人”

本报记者 徐黎明 通讯员 程志强

李火根（右）教李古桂养蜂。通讯员董世超摄

上饶蓝天救援队队员在老挝参与救援。 均由受访者供图

桥头花开好去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