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5日，抚州市东乡区孝岗镇一块空
地上，集中暂扣和等待销毁的违法违规车
辆堆积如山。东乡区实施“六车”整治，对
三轮电动车、四轮电动车、二轮摩托车、三
轮摩托车、残疾人专用车、人力三轮车进行
规范管理，遏制非法营运、乱停乱放等交通
违法行为，目前共查扣二轮电动车1628
辆，查扣各类三轮、四轮车1606辆，遮阳伞
23251把。 本报记者 徐 铮摄

上图：执法人员在拆除车辆上非法安
装的遮阳伞。

下图：集中暂扣和销毁的违法违规车
辆堆积如山。

整治违法违规车辆整治违法违规车辆

本报讯 （记者陈璋）近
日，赣江新区公布了《赣江新
区读地手册》（以下简称《手
册》），对辖区内的儒乐湖新
城、临空组团、经开组团和桑
海产业园等四个板块的经营
性地块进行了详细规划。值
得注意的是，地铁5号线、高铁
北站等也出现在了规划中。

根据此次公布的《手册》，
赣江新区儒乐湖新城推出了
经营性用地 64 宗，包括商业、
商务用地，住宅用地和商住用
地，总共 3076.18 亩。通过捆
绑规划，64宗用地又形成了多
个功能分区。其中，由 8 宗紧
邻金山大道组成的地块，将打
造 成 意 大 利 小 镇 ，占 地 共
320.45亩；由 29宗位于建业大
道以北的地块，将形成科技创
新城，占地2000余亩。

记者注意到，上述用地
均靠近赣江新区管委会，距
机场直线约 7 公里，而备受
市民关注的地铁 5 号线也出
现在规划图中，站点分别设
在英雄大道、赣江绿地中央
广场（在建）、儒乐湖南岸和
北岸等。同时，新的高铁线
也出现在规划图中，相关站
点分别为儒乐湖新城站、昌
北机场站等。

经开区此次推出的有6宗

地块，共计 193.64 亩。其中，
JK-23、24、25三宗地位于双港
大道以北，为大型商业综合体
用地，占地 103.64 亩。其余则
为住宅用地和商务用地。根
据《手册》介绍，上述大部分地
块均位于经开区热门片区，周
边生活配套完善，且毗邻地铁
1号线，交通便捷。

此外，临空组团此次只推
出了一宗用地，规划为商服性
质，面积为 94.92 亩。该地块
将成为临空经济区直管区，而
由于周边规划工业地块多，为
配套服务周边电子信息产业
用地，在定位上将打造产业园
区的配套服务中心，完善该片
区商业、商务功能。桑海产业
园则推出了19宗用地，包括住
宅用地、商住用地和商业、商
务用地，共计961.01亩。

据了解，2017年赣江新区
共计出让 8 宗经营性用地，总
出让面积 57.88 万平方米，总
成交金额约 33.72 亿元。2018
年 1 至 5 月，赣江新区共出让
21 宗用地，总出让面积 153.67
平 方 米 ，总 成 交 价 11.35 亿
元。其中，经营性地块共出让
8 宗，面积约 10.62 万平方米，
成交金额近 2.21亿元，均为商
业、商务用地，且属于儒乐湖
总部经济项目。

赣江新区用地规划公布
儒乐湖推出经营性用地64宗 打造科技创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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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东镇党建引领扶贫
本报丰城讯 （通讯员付涛）近年来，丰

城市桥东镇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组织
500 余名党员与贫困户结对帮扶，并结合当
地实际，积极搭建“一会两社”产业扶贫平
台，成立劳务用工协会 21 个，土地股份合作
社 21个、农民专业合作社 39个，帮助贫困户
增收脱贫。

该镇的下青蓝种植专业合作社和绿新生
态种植专业合作社为此获得了省人社厅颁发
的就业扶贫示范点称号。其中下青村采取

“党建+农户+基地+合作社”的生产经营模
式，流转村级土地1400余亩，种植大棚蔬菜，
合作社实行“租金保底，收益分红”的二次分
配办法，贫困户通过获得土地租金、入股分
红、劳务等方式增加收入；该镇还开发公益性
扶贫岗位，已有378名贫困群众实现就业。

本报讯 （记者蔡颖辉）大家都
知道，酒后开车违法，但最近有人酒
后乘车也受到了处罚，这是为什
么？近日，赣州市南康区人民法院
一审判决两名嫌疑人犯有危险驾驶
罪，分别处拘役一个月和两个月，并
处罚金。

去年 10 月 28 日深夜，赣州市
民曹某与多日未见的好友谢某小
聚。聚会中，哥俩畅所欲言把酒言
欢，不仅喝了啤酒，而且还饮用了
少量白酒。畅饮之后，打算回家的
曹某、谢某二人在明知道自己已经
是“酒后”状态下，还是打算自行驾

（乘）车回家。考虑到谢某离家较
远，曹某决定将自己开来的两轮电
动车让对方驾驶，自己则坐在车后
座上由谢某把他先送回家。结果，
曹某、谢某在回家途中，不慎与过
路的小轿车发生剐蹭，导致两人连
人带车栽倒在地，身体多处受伤。

“小车司机报警之后，曹某、谢
某二人还一直向对方索要医药赔
偿。出警民警发现他们一身酒气
之后，立即强制带离，要求谢某作
酒精血检。”赣州交警支队事故中
队相关负责人介绍，当时事故现场
显示，小车系正常驾驶，而电动助
力 车 驾 驶 员 谢 某 有 酒 后 驾 车 嫌
疑。按照事故处理程序，交警立即
将谢某送往附近医院抽血，将其血
样送至司法鉴定机构检验其体内

酒精含量。
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

显示，助力车驾驶员谢某体内酒精
含量为191.90mg/100ml，超出80mg/
100ml法定醉驾标准，证实谢某发生
事故时处于“醉酒”状态。而交警通
过对其事故电动车检测，也发现他
们当时骑乘的这辆两轮电动车是

“超标”车，按相关法律法规应以机
动车论处。

鉴于谢某醉驾超标助动车并引
发事故，造成谢某本人轻伤一级、曹
某重伤二级的严重后果，赣州交警
将助力车驾驶员谢某以涉嫌“危险
驾驶”移送检方起诉。

案件办理中，该案承办检察官
认为，危险驾驶罪并非仅适用于机
动车的驾驶员，如果乘车人或者车

主明知他人饮酒，仍授意他人驾驶
机动车或者将机动车出借给饮酒的
人，只要驾驶员达到了醉驾的标准，
相关人员也可能构成危险驾驶罪的
共犯。本案中，曹某作为交通事故
受害人和乘车人，在明知谢某大量
饮酒的情况下，仍然授意谢某驾驶
车辆，并放任结果的发生，其与谢某
在危险驾驶行为上具有共同犯罪故
意。为此，赣州市南康区检察院在
审查谢某交通肇事案件过程中，针
对这一情形，依法作出了追加起诉
借车人曹某的决定。

近日，南康区人民法院经依法
审査起诉，支持了检方指控，一审认
定驾车人谢某犯危险驾驶罪，判处
拘役两个月，并处罚金 2000 元；借
车及乘车人曹某犯危险驾驶罪，判

处 其 拘 役 一 个 月 ，并 处 罚 金
2000元。

判决生效后，曹某觉得有些委
屈。他认为，自己当时虽然喝了酒
却并没有开车，怎么也会因为危险
驾驶被判刑呢？

对此，交警提醒广大驾乘人
员，下列三种情况很可能就构成危
险驾驶“共同犯罪”：一是在饮酒过
程中，行为人明知驾驶员必须驾车
出行，仍极力劝酒或者胁迫、刺激
其饮酒，且酒后不给其找代驾的行
为；二是行为人明知驾驶员饮酒，
教唆、胁迫或命令驾驶员驾驶机动
车辆的行为；三是车辆所有人明知
借车人已经醉酒且要求驾驶机动
车时，仍将车辆出借给借用人的
行为。

今年 8 月 30 日，樟树市临江镇
的镇党委书记傅凌云收到一封来自
辽宁省抚顺市的信件，是一位 86 岁
老人的寻亲信。

这位老人，要寻找什么亲人？
这封寻亲信的背后又有怎样的情缘
故事？9 月 6 日，本报记者赴临江镇
进行了采访。

一封跨省来信

“这封信是今年 8 月 30 日邮寄
到镇里的。”傅凌云说，写信的老人
叫杨健，是来请求镇里帮助，希望能
找到文化名人裴汝钦的后人。

傅凌云向记者介绍，他通过查
阅史料，发现裴汝钦不仅是樟树的
文化名人，也是江西文化名人。

据《清江诗萃》序言记载，裴汝
钦（1866 年—1940 年），字建诚，又
字鉴澄。清江临江镇裴家园人，民
国《宁德县志·卷之十三·职官志》有
传。光绪二十年（1894 年）进士，授
翰林院编修，两年后开始宦游福建，
历任宁德、诏安、浦城、侯官、瓯宁、
闽县等县知县。辛亥革命胜利后，
被推举为福建都督府财政司次官，
福建西路观察使。袁世凯曾诱以高
官，但力辞不就。1924 年参与编修

《江西通志》。

傅凌云告诉记者，杨健老人自
称今年86岁了，系裴汝钦外孙女，来
信的目的，就是试图通过当地政府
找到裴汝钦后人的线索。

一段尘封往事

家住辽宁的杨健缘何要写信来
樟树找裴汝钦后人呢？记者电话采
访了她。

杨健告诉记者，她并不是裴汝
钦的亲外孙女。“裴老先生是我的叔
伯外祖父，但我的母亲裴翠姣，后改
名裴友贞，是裴老先生抚养成人的，
视如己出，直到结婚后才离开，随我
父亲迁到武汉。”杨健告诉记者，母
亲结婚后曾从湖北带着杨健的姐姐
到樟树看望裴老先生。

“我自能记事起，发现母亲从未
提及自己的生父，但对外祖父裴汝
钦总念念不忘。60 年代，我哥曾到
樟树老家打听裴汝钦以及裴家人的
下落，但终究还是没有联系上，只听
说举家搬到南昌去了。”杨健说，至
今未能与裴家人联系上，感到很无
奈。

杨健向记者介绍，后来由于历
史原因，与裴汝钦一家失去了联系，
这成为她母亲一生的憾事。前不
久，她二哥的孩子因公出差到江西，
与临江镇政府取得了联系，并得知
外祖父家的老宅子还在。

“有了外祖父的消息，我们后辈
都感到很欣慰，遗憾的是，我们家只
有我大哥知道舅舅的名字，可惜他
已过世，现在我们都不知道外祖父

后人的信息。”杨健老人说。

一个待了心愿

杨健老人向记者介绍，现在他
们兄妹也分散在武汉、西安、北京、
抚顺，但是联系上裴家人，成为当前
他们兄妹共同努力的一件事。

傅凌云告诉记者，为了帮杨健老
人家寻亲，他们也在查找裴汝钦在临
江镇的有关印迹。通过查阅本地的
地方志，发现镇上粜米街（后改名为
兴无街，现改名为民主街）有个叫裴
家园的地方，与裴汝钦有关。

9 月 6 日上午，记者来到了距离
镇政府不远的民主社区民主街。在
一栋三层小楼的后面，一栋带有厚
重历史印记的老建筑赫然入目。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栋保存完好的
老建筑就是裴汝钦故居。进大门后
中间为厅堂，两边为房间，一边四
间，共八间，前厅和后厅各有一眼天
井，厅堂地面铺着整齐的青砖，方面
则铺着木板。

“这个地方面积原本有六七亩
大，还有一座大戏台，有很多大院子
与大房子。”66 岁的居民周享辉说，
他老家就在裴汝钦故居的对面，仅
一路之隔。因此，他小时候经常来
裴家园玩耍，但从未见过裴家人，听
父辈讲，裴家人很早就迁走了，但迁
到哪里去了却不清楚。

傅凌云告诉记者，通过查阅了
《清江县志》《临江镇志》等史料，以
及《樟树古代诗词选》，发现裴汝钦
对老家清江怀有深厚的感情。

《樟树古代诗词选》就收录了裴
汝钦多首关于描写家乡清江风景的
诗。其中，最为知名的有《清江远
眺》：年来幽兴在林泉，两屐花扶眼
倍鲜。閤岭残云飞夕照，芦汀芳草
染晴烟。红稀远树秋霜岸，绿漾轻
桡野水天。强欲将身侣鱼鳖，多情
鸥鸟竞相怜。

“不管在镇上找到的这些记忆，
对于杨健老寻亲有没有价值，但我
认为杨健老人寻亲背后，还包含有
一份感恩之情，理应支持与褒扬。”
傅凌云告诉记者，他已经通过各种
途径，也在尝试多种办法，帮杨健老
人寻亲，更希望通过本报这一平台，
帮杨健老人了结一个心愿。如果读
者有什么线索，可与记者联系，手
机：13607089528。

一封来一封来信信 牵出一段动人的寻亲故事牵出一段动人的寻亲故事
86岁辽宁老人寻找江西历史名人裴汝钦后人
裴汝钦为樟树市临江镇人 曾参与编修《江西通志》

本报记者 洪怀峰文/图

酒后借车给朋友 两人均被判危险驾驶罪
自己伤了还要被追责 赣州这起交通肇事案引人深思

宁都小伙成江西“农机王”
本报新余讯 （见习记者宋思嘉）“请所

有选手上车做好准备，现在进行本次大赛最
后一项——拖拉机模拟开沟作业技能赛。”9
月 6 日至 7 日，我省第四届农机职业技能竞
赛在新余市青园南方农机城举办，来自全省
各地的200名农机手参赛。本届技能竞赛包
括理论考试和拖拉机倒机移库赛、拖拉机挂
接农具赛、拖拉机模拟开沟作业技能赛、农
机维修技能等操作技能。

据了解，本届大赛的参赛选手均为全省
各地的农民，其中“80后”“90后”农机手比上
届增加10%，今年占比达到45%，最年轻的选
手只有 20 岁。来自宁都县安福乡罗陂村的

“85后”小伙范贞新捧着冠军奖杯激动地说：
“我平常在家务农开拖拉机的机会比较多，
没想到能夺得今年的‘机王’。比赛结束后
把东方红 804 大型拖拉机这个奖品带回去，
我会更加努力地练习技能。”

省农机局副局长邱水平告诉记者，今年
在举办比赛的同时还举办了农机新装备演示
活动，开展水稻秸秆离田等机具展示和蔬菜、
果业机械化作业演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提升农业生产者应用新机具、新技术的能力，
为农业转型升级提供更多物质装备支撑。据
悉，根据本次竞赛的结果，省农业厅将选拔出
6名农机手于9月下旬参加全国农业行业职业
技能大赛总决赛，与全国农机手同台竞技。

南昌县全面启用新式施工围挡
本报南昌讯 （记者陈璋）施工围挡代表

城市形象，也体现施工安全文明管理水平。
近期，南昌县开展了施工围挡专项整治，对
全县施工围挡进行了摸排整治，提标升级。

据了解，今年6月起，南昌县开始对全县
施工围挡进行整治升级，要求相关单位、各
建筑企业对标抓整改，对每处围挡进行“体
检”，该拆的就拆，该“瘦身”的就“瘦身”。同
时，成立专项整治队伍，对全县 90 多家建筑
工地围挡进行了拉网式排查，建立了台账，
对不符合要求的限期整改。

为进一步强化围挡的维护管理，保证使
用安全，美化市容环境，南昌县借鉴深圳等
地区做法，率先在东祥路等路段全面更换
烤漆钢板围挡。该县城管委表示，这种围
挡稳定耐酸，防腐性好，承载力大，安装方
便，高度 2.8 米，符合南昌市施工围挡最高
标准。

同时，根据南昌市施工围挡整治要求，8
月份，南昌县对全县临时施工围挡进行了全
面换装，将之前的铁皮式围挡更换成现在的
水马式围挡。此围挡高 1.8 米，宽 1 米，采用
材料为高强度聚氯乙烯，围挡底座可注水或
者注砂，无需再在地面钻洞固定。

“春蕾计划”点亮贫困生求学梦
本报横峰讯 （见习记者宋思嘉 通讯员

叶晓枫）“我是单亲家庭的孩子，父亲是残疾
人，爷爷奶奶年事已高，家里还有个弟弟在
读小学，要是没有这些好心人帮助我，我不
可能可以在学校安心读书。我一定要好好
学习，不辜负大家的爱心。”在 9 月 6 日由横
峰县妇儿工委举办的“春蕾计划”助学捐款
发放仪式上，横峰二中学生李晓月拿到助学
金后激动地说。

近年来横峰县坚持在全县各党政机关、
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体工商户等社会
各界人士中开展“春蕾计划”助学捐款活动，
帮助贫困女学生顺利完成学业，点亮她们的
求学梦。据统计，近五年来，该县“春蕾计划”
接受社会各界捐助款达到30余万元，帮助困
难女学生830余人次。在今天的活动现场，共
发放助学款7.31万元，资助女学生212名。

广福镇推进环境整治
本报南昌讯 （通讯员熊菊花）南昌县广

福镇结合“美丽广福，幸福家园”活动的开
展，不断加强宣传引导，在全镇粉刷清洁标
语 150多条，设置宣传专栏 130多个，营造了
浓厚的整治氛围。

广福镇通过标语横幅的氛围营造、清洁
卫生亮点村的典型示范、广大党员干部的表
率带动，以及评比奖励机制的有力促动等活
动，引导广大村民自觉参与到清洁卫生工作
中来。该镇在每个月底动员清洁办全体人员
及各村村主任到全镇14个村展开抽查，检查
方式为现场抽签，每个村抽取两个村小组，且
在一个季度内不重复检查同一个村组，改善
广福镇环境面貌。

裴家老宅外景。《清江诗萃》关于裴汝钦的记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