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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众 不 同 的 精 彩

8月8日，一
群白鹭在彭泽县
太泊湖畔的稻田
嬉戏觅食。

近年来，彭
泽县推行稻渔综
合种养模式，实
现现代农业示范
园区种养的转型
和绿色发展，吸
引了大量白鹭在
稻田、鱼塘觅食，
田间山头常见万
鹭齐飞景观。

本报记者
梁振堂摄

田
间
白
鹭
飞

“快报名拿驾照，过了 10 月份，学车严格
‘打表’，拿驾照可不容易了，而且学费还会上
涨……”连日来，不少市民的微信朋友圈被一
条“驾考新规”刷了屏。

这主要源于省会南昌规定，2018年8月26
日前，全市所有驾培教练车要完成计时终端设
备，并接入江西省驾驶员培训监管平台；全省
所有设区市在今年 10 月底这项工作要完工。
此举，意味着我省驾培管理信息系统与公安车
管部门考试系统联网已经进入倒计时。

那么，这会给考驾照者带来怎样的影响？
给驾培市场带来怎样的变化？

联网进入倒计时
9日，记者从南昌多所驾校获悉，8月 2日

南昌公路运输管理处下发了《南昌驾培监管平
台试运行推进工作方案》。根据该方案，2018
年8月26日前，全市所有驾培教练车要完成计
时终端设备，并接入江西省驾驶员培训监管
平台。

另外，记者从江西省公路运输管理局了解
到，7月1日至8月31日，景德镇、新余、鹰潭三
个设区市完成驾驶培训监管平台与公安考试
系统的联网对接。2018年10月底前，全省完成
驾驶培训监管平台与公安考试系统联网。

那么，驾驶培训监管平台与公安考试系统
联网对接后，有哪些高科技让学车严格“打表”？

“主要采用了指纹签到、人脸识别、自动抓
拍等高科技，防驾校和学员‘偷学时’，不规范
的教学行为将会被终止。最主要的是，系统联
网后，学时没有完成不能预约考试。”南昌一知
名驾校的技术员吴师傅告诉记者，每辆教练车
上都有一个终端系统与计时系统，监管平台可
以采用卫星定位，查到任何一辆教练车的运动
轨迹，终端系统可以通过里程、发动机状态、转
速等情况判断教练车在培训还是“原地打转”，
还可以对上车学员实施人像识别、随机抓拍等
方式，确保学车人员是本人在打卡学车。

理论学习可远程教学
记者发现，最近很多驾校也以此为由进行

招生宣传，甚至声称学车拿驾照时间会延长。
省运管局驾培处负责人认为，从现实操作

来看，以C1驾照车型为例，科目一、四的理论
培训是22个学时，实际操作是40个学时，总共
62个学时，这个学时今后不会变。

但是以前各大驾校对学员学时刷卡方面
不是很规范，只要学员学得差不多了，就可以
到公安车管的系统上约考，而驾校也无法约
束，也就是所谓的“偷学时”。而学时规范后，
肯定要学足学时。

不过，记者了解到，我省今后结合放管服，
从简政便民的角度出发，22 个理论学时会采
取网络远程教学或者集中授课的方式，让学员
更加方便完成理论学习。

对此，南昌某驾校一招生负责人程华也告诉
记者，启用驾驶培训管理信息系统后，学员选择性
更多，比如选择“计时培训”模式，就可以终结“一
价到底”模式，对学员就意味着：多学多付费，少学
少付费。相对于传统的学车模式，计时学车的优
势主要体现提高学车培训质量。学员在实车培
训过程中必须要学满驾考大纲所规定的具体学
时后才可以预约驾考，确保足够的培训学时，利于
提高学员的驾驶技能。

在这种模式下，由于可以一次性付费，也
可以先学车后付费，学员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
来选择教练、练习时间等。

黑驾校将失去市场
采访中，记者发现，学车严格“打表”，驾校

面临重新洗牌。根据南昌市运管处的统计，全
市 68所驾校年培训能力超过 30万人，但是实

际培训人数仅为19万余人，驾培市场“供大于
求”的现象特别严重。由于“供大于求”，有的
驾校就采取低价竞争，培养出来的学员由于学
时不足等原因，开车上路就成了“马路杀手”。

“现在教学场地有电子围栏，合不合规一
目了然，以前挂靠驾校可以给学员报考，甚至
没有取得培训资格的黑驾校都可以浑水摸鱼，
现在驾驶培训监管平台与公安考试系统联网，
挂靠驾校与黑驾校将彻底失去市场。”省运管
局驾培处负责人告诉记者，同时运管机构与公
安交管部门要充分利用信息系统，完善数据交
换平台，并建立信息交换机制和违法违规信息
披露制度，及时向社会公布学员投诉率、考试
违规行为、考试合格率、学员取得驾驶证后三
年内的交通违法率和交通肇事率、违法违规经
营行为等信息。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如此一来，可以终止
低价招生的恶性循环，倒逼驾校招生回到良性
循环的道路上来，那些学员取得驾驶证后三年
内的交通违法率、学员投诉率高的驾校肯定难
以为继。

省运管局驾培处负责人也分析认为，正式
启用驾驶培训管理信息系统后，有训练场地，合
规的驾校将迎来发展的好时期，不合规的驾校
将面临重新洗牌的局面，特别是信誉度高、服务
好、培训质量优的驾校，更会受到学员的喜欢。

学车“打表”计时 考驾照更规范了
驾驶员培训管理将与公安车管考试系统联网 倒逼驾校严格培训

8 月 2 日，肖权林和妻子周秋姑一起将收
来的纸箱子从三轮车上搬下来。今年57岁的
肖权林小时候突发脑膜炎，落下半边不遂残
疾，只有一只手和一条腿能动。而周秋姑在她
小的时候因患疳积导致双眼失明。相同的遭
遇让两个不幸的人走在一起。

几十年来，在井冈山，人们几乎每天都能
遇见这对夫妻。他们相互搀扶，挨家挨户上门
捡拾、收购废品。他们不惧风雨，相爱相守，过
着简单而甜蜜的生活。

两个不幸的人走到一起

时间回到 1986 年，肖权林到吉安县永和
镇街上去玩，经人介绍认识了周秋姑。

“我一看，这个姑娘长得还蛮好。当时有

点动心，又担心对方不喜欢我。”肖权林说。后
来周秋姑家人听说肖权林很老实本分，也就同
意了。

肖权林的家人却考虑到他半边不遂，找了
一盲人姑娘做老婆，两人以后谁照顾谁？对
此，肖权林还和家人打起了冷战。最后，家人
看到他是真心实意的想和周秋姑成家过日子，
才上门去提亲。

肖权林说：“虽然周秋姑看不见，但我可以
当她的眼睛。更何况。她很勤快，会洗衣做
饭，还会喂猪砍柴，能有啥不便？”

1986 年 10 月，肖权林在家里摆了两桌酒
席，请来亲朋好友，就这样结婚成家了，一牵手
就是32年。

残疾夫妻相濡以沫

“随着两个小孩的出生，家里经济逐渐

窘迫。”肖权林说。采访中，周秋姑回忆起
当时家里最窘迫的时候，只剩下 1.5 公斤大
米。“我们全家四口人要省着吃 5 天，天天
煮稀饭。”周秋姑想起当时的境况心里很难
过。

肖权林和妻子每天都去收购废品。分拣、
包装、称重、结算、付款，夫妻两人配合默契，一
气呵成。由于肖权林只有右手右脚能动，在骑
三轮车的时候，平地上没有什么问题，上坡就
困难。这时，妻子就下车，摸索着到了三轮车
后面，一起推车。

自强自立成典型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夫妻二人是井冈山经
济技术开发区“志智双扶”的典型。肖权林说，
自己必须要自立自强，不能成为家里的包袱。
肖权林学会了浇蜡烛、黏糊纸箱。除了养活自

己，每年还能贴补几百块钱家用。
后来，肖权林通过当地政府和亲朋好友

的帮助，尝试着养鸭、养鸡，慢慢有了不错的
收入。不但解决了全家人的温饱，还略有结
余。有了一点积蓄后，肖权林又在当地帮扶
干部指导下，转向饲养猪、牛蛙等。“那几年，
除了开销，每年能净赚二三万元，日子一天比
一天红火。”

“我们全家能过上现在的好日子，除了我
们夫妻互相鼓励、肯吃苦、不怕苦外，真心要感
谢党和政府，感谢帮扶干部。”肖权林高兴地
说。通过夫妻俩的辛勤劳作和顽强打拼，家境
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最初住几十平方
米土坯房，到自筹 20 多万元新建的三层砖混
房。一对儿女先后中专毕业，有了一技之长，
也都组建了各自的家庭。

记者了解到，前不久肖权林还获批了3万
元的银行贴息贷款，现在日子是越过越好。

你是我的拐杖 我是你的眼睛

吉安残障夫妻演绎“互助爱情”

立秋后的第二天，骄阳似火。早上 7时，在中储粮南
昌直属库门口，近三十辆满载粮食的农用货车、拖拉机正
排队等待着质检、过磅、卸粮。微风徐来，清新的稻香扑
鼻而来。

“我前天下午就过来取号了，今年拿到的是 1 号咧。
我刚把第一车粮食结算完了。”新建区松湖镇义渡街村农
民艾龙高兴地把他的入库检验结算单递给记者看。“今年
我家早稻单产达到了 900 斤，国家托市到库价每 50 公斤
120元，比市场价高出近10块钱呢！”

为保护农民利益，省农发行在今年早籼稻最低收购
价预案启动后，计划安排贷款规模 120 亿元用于粮食收
购，目前已向总行申请早稻收购资金50亿元等粮进仓，力
保早稻收购“钱等粮”。

省农发行营业部总经理朱晔说：“我们的工作就是保
证不向农民朋友打一张‘白条’。目前，南昌辖区收购资
金2.878亿元已审批到位，后续还会按实际情况继续申请
资金。”

中储粮南昌直属库主任鄢朝阳告诉记者，今年南昌
库从数月前已开始进行设备检修、人员培训、资金调度等
前期准备工作，加紧将老粮出库，以腾出仓容完成今年的
早稻托市收购，目前全辖区有 8万多吨仓容来满足需求。
同时，今年将继续使用“一卡通系统”，售粮农民凭此卡走
售粮程序，省去信息重复核对和排队之苦，粮款直接通过
网银转入售粮人账户。

据中储粮江西分公司副总经理程远介绍，今年的早
稻收购首次明确了食品安全指标要求，所有收储库点必
须配备使用重金属测仪。这不仅仅是避免收储企业经济
损失，更是从源头上提高粮食安全度。农民朋友可以提
前打电话预约送样，免费检测。

今年我省早籼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的时间为 8月
9日至 9月 30日，比去年延后 16天。最低收购价格为 1.2
元/斤，比去年下调0.1元/斤。“我们都知道早稻由于口感
等原因，市场受欢迎度远比不上优质中晚稻。所以今年
这样的变化是为了推动粮食生产向‘种得好’和‘卖得好’
转变。提高农民种一季晚稻的积极性。”程远告诉记者。

“现在肥料、人工价钱都在往上走，市面上的粮价却
在往下走。与晚稻相比，早稻每亩少了300多元，明年，我
要将30亩早稻改种晚稻！我们村好多村民也都准备明年
多种晚稻啦。”艾龙说。

早稻收购开秤啰
宋思嘉

本报分宜讯（记者邹晓华）8月7日上午
11时44分，新余市分宜县杨桥镇潭湘村一塑
料作坊废油储罐突发大火。杨桥镇政府专职
消防队队长严桢由于在烈日高温下连续作
战，出现中暑脱水症状，其精神令人感动。

11时52分，杨桥镇政府专职队先到达现
场。起火现场周边随处可见堆积如山的废塑
料可燃物，着火物质为一老旧油料储罐，储罐
内为1吨树脂油。现场火光冲天，黑烟弥漫，
废树脂油流淌形成一片火海，情况危急。

此时，室外温度接近 40 度，因树脂油产
生的高温达到数百度，人在旁边高温难耐。
严桢和其他队员瞬间汗如雨下，他冒着烈火
浓烟撑了几十分钟之后，感觉眼前一黑，瘫坐
在地上，随后被送至镇卫生院。经过近半个
小时候的紧张扑救，现场火势被完全扑灭。
消防部门介绍，因为杨桥镇政府专职消防队
处置及时，堵截了火势蔓延，为最终灭火做出
了贡献。

经过杨桥镇卫生院确诊，严桢出现了中
暑、脱水虚脱症状，经过抢救目前已无大碍。

消防员“火线”中暑

本报讯（记者赵影）日前，记者获悉，多家
航空增开航班航线助力暑运。

深圳航空8月10日至24日新增南昌-昆
明航班，航班计划时刻为南昌15:05-昆明17:
30，昆明 18:30-南昌 20:55。即日起至 10 月
15 日，东方航空南昌-上海浦东增至每日三
班，为南昌前往上海中转国际航班的旅客提
供了更多选择，同时乘坐新增南昌—浦东
MU7182航班中转国际航班赠送隔夜中转免
费住宿一晚。另外，8 月 6 日，祥鹏航空新开
绵阳-赣州航线，每日执飞一班，单程票价
300元起。8月14日起，祥鹏航空还将新增赣
州-郑州航线，每周2、4、6执飞，单程票价230
元起。

另外，部分航空公司推出暑期部分航线
特价机票，南昌-上海8月至9月310元起，南
昌-北京8月500元起，南昌-西安8月460元
起，南昌-昆明8月20日起票价770元起。针
对学生群体，8 月 25 日至 9 月 15 日，南昌-南
京单程票价200元，往返票价400元，南昌-昆
明单程票价350元，往返票价800元，南昌-丽
江单程票价430元，往返票价980元。境外方
面，南昌经上海中转至澳洲航线，8月31日前
购买旅行始发日期 8月 5日至 9月 21日或 10
月 3日至 12月 31日期间的墨尔本、悉尼航班
票价 600 元起，布里斯班航班票价 800 元起
等。

多家航空公司增开暑期航班

本报万载讯 （宋思嘉）截至 8月 9日，万
载县已投入抗旱机电设备1230台套、抗旱人
数15300多人、抗旱资金80多万元，添置各类
机电设备 30 台套，合力抗旱，有效缓解了
36000多亩农田灌溉和8000多人的饮水困难
问题。

据了解，今年 1 至 7 月万载县降雨量
589.9 毫 米 ，比 历 年 同 期 平 均 水 平 偏 少
53.7%。特别是自6月26日以来，连续晴热高
温，气温超过35℃的天数已达30天。降雨量
的减少致使全县江河湖库水位急剧下降，农
作物普遍“喊渴”，甚至出现了人畜饮水困难
的现象。面对这一情况，万载县积极算好各
类水库供需水账，做好水库水量调度，做到科
学管水用水；各地水电站根据水量情况实行
错峰发电、少发电甚至停止发电，全力保证下
游群众生产生活用水。同时，万载县组织各
类机电提灌设备和民间抗旱工具进行抽水抗
旱，适时开展了人工增雨作业2次。

万载投1230台套机电设备抗旱

本报记者 邹晓华

本报讯 （宋思嘉、汪江）“请参赛选手入
场参加鸡翅静脉采血竞赛，请全体裁判员做
好准备！”8月8日，全省第二届动物防疫职业
技能竞赛在江西生物科技职业学院羽毛球馆
进行。技能竞赛包括理论考试和猪瘟疫苗免
疫注射、猪前腔静脉采血、鸡翅静脉采血、鸡
心脏采血、鸡体解剖与采样等操作技能。

在鸡翅静脉采血竞赛区，随着裁判的一
声令下，等候在候赛区的选手身穿防护服，佩
戴口罩进入比赛场地。只见参赛选手首先检
查了竞赛物品，在助手的配合下完成规定操
作，随后进行消毒处理，举手示意后开始鸡翅
采血操作。从进针到把采血器放入试管架，
记分员对比赛选手进行计时，裁判员对选手
的规范操作度按照评分标准进行打分。

省畜牧兽医局局长吴国昌告诉记者，动
物防疫队伍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动物疫病
防控成效和动物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本次技
能竞赛有13支代表队参加，与上届竞赛不同
的是，除了 11 支设区市代表队，本届竞赛首
次加入了高校代表队参赛。据悉，根据这次
竞赛结果，省农业厅将选拔竞赛前三名选手
组建省代表队参加全国动物防疫职业技能
竞赛。

“兽医比武”见高低

洪怀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