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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陈璋）近日，生态
环境部通报了“清废行动 2018”第二
批部级挂牌督办问题整改情况。在
13 个部级挂牌督办问题中，主要涉
及危险废物非法收集、贮存、处置以
及相关企业危险废物管理等问题，
其中我省有4个，目前已按照要求完
成了整改。相关政府部门责任人分
别被处以约谈、诫勉谈话、通报批评
等处罚。

通报显示，检查人员发现在抚
州市南城县株良镇南城县温沙高
速公路旁，江西超峰建材有限公司
厂 房 后 露 天 堆 放 41 个 废 旧 机 油
桶。其中 9 个装满废旧机油，另有
一个埋入地下，1/4 露出地面的油

罐，地面油污渗透严重。该收购点
已被当地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但现
场未清理。

对此，南城县株良镇人民政府
将废机油桶、废机油及贮存油罐全
部交由有相关资质的公司进行处
置，并对场地进行了清理，于 5 月 18
日完成整改。南城县环保局也立案
调查处理，没收该企业非法所得 1.1
万元，罚款1.1万元，均已到位。

经检查，在抚州市东乡区工业
园区陶园二路一处，露天堆放大量
废机油桶和废旧化工原料桶，无防
渗措施。5月15日，东乡区经开区组
织人员对现场全面完成清理，将此
地露天堆放的 400 个废旧机油桶和

废旧化工原料包装桶，全部集中收
集存放在东乡区工业企业江西金丽
丝纺织有限公司厂房中，要求厂家
集中回收利用。东乡区环保局依
法立案查处，责令江西金丽丝纺
织有限公司改正，对该公司未设
置符合环保要求的固体废物堆放
场所，露天堆放废旧机油桶和废
旧化工原料包装桶的环境违法行
为进行了处罚，罚款 3 万元。目
前，罚款已经执行到位。

通报显示，另外两起问题发生
在鹰潭市。其中，贵溪市滨江镇
距离信江约 150 米处有一非法废
旧塑料破碎加工点，现场堆约 10
吨废旧塑料，并混有农药瓶、医疗

废物、废机油桶、废油漆桶等危险
废 物 ，无 防 渗 措 施 ，清 洗 废 水 直
排。对此，当地政府对该加工点
断水、断电，拆除生产设备。对医
疗废物、废机油桶、废油漆桶等危
险废物进行分拣并转移至贵溪市
危险废物暂存库，废塑料运至弋
阳 县 晶 冠 金 属 制 造 有 限 公 司 处
理 。 现 场 已 于 5 月 10 日 清 理 完
毕 。 贵 溪 市 环 保 局 依 法 立 案 调
查，负责人李美平被处 1 万元罚
款。目前，罚款已执行到位。

此外，鹰潭市月湖区童家镇 320
国道附近一塑料破碎加工点，堆放
30 吨以上的编织袋（含少量疑似危
险废物），清洗废渣超过 3000 吨，地

面未做防渗处理。对此，月湖区环
保局对该加工点立案查处，责令立
即停止生产，现场清原料、清设备、
清产品、恢复原状，加工点负责人
董佳民已被行政拘留。目前，该加
工点所有加工机器设备和作业工
棚已拆除，堆场回收的编织袋和塑
料粒子全部运往鹰潭余江县李书
文废品收购站处理，印有硫酸铜字
样的空废编织袋运至有危险废物
处理资质的鹰潭市环绿废旧物品
利用有限公司暂存处理，渗坑的废
水全部抽取运往市城南污水处理
厂处理，污泥运送市生活垃圾填埋
场填埋处理，用新土对该渗坑进行
填充覆盖，恢复原状。

“清废行动2018”相关情况通报

我省4起问题已整改完毕
责任人被罚款或行政拘留

江西非遗江西非遗：：走出来走出来，，活起来活起来，，传下去传下去

积极探索
非遗“走出来”

（画外音）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千
年文明古国的历史积淀，是中华民
族传统文化的瑰宝。然而，记者采
访发现，年轻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
知之甚少，个别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传承步履维艰。2017 年，中共中
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
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
程的意见》明确提出，按照一体化、
分学段、有序推进的原则，把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思想道德教
育、文化知识教育、艺术体育教育、
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穿于启蒙
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
育、继续教育各领域。可见，让非遗
走进校园、走进社区、走进生活，实
现有效融合，既紧迫又重要。

为此，江西日报社新媒体部与
南昌市文化馆联合举办了“趣学堂”
暑期快乐课堂走进社区公益活动，
以豫章剪纸、豫章绣、流湖棕编等为

主题，带孩子们感受江西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魅力，此次活动得到家长
和孩子的广泛好评。

黄薇娜：这次我们联合举办的
“趣学堂”暑期快乐课堂走进社区公
益活动，得到了社区居民特别是青
少年的喜爱，让多彩的非遗文化进
一步在群众中扎根。

杜欣民（8 岁，“趣学堂”学员）：
我觉得“趣学堂”很有趣，不仅学到
很多知识，还能和老师一起做手
工。我最喜欢流湖棕编，想用棕编
做出漂亮的东西送给家人。

杜欣民母亲：陪孩子参加“趣学
堂”，家长也了解到一些有关我省非
遗的知识。

（画外音）在“趣学堂”暑期快乐
课堂上，青少年亲身体验非物质文
化遗产，并把看到、听到、感受到的
东西传递给身边的人，以一个孩子
带动一个家庭，进而影响一个群体，
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让非物质
文化遗产从历史中“走”出来、“活”
起来，正是活动的意义所在。

主持人：非遗要传承更要传播，

你怎么看待此次“趣学堂”暑期快乐
课堂走进社区公益活动？

万月琴：“趣学堂”暑期快乐课
堂在我们社区开办的“豫章剪纸”活
动，得到群众的一致好评。活动不
仅促进了大家对非遗的了解，更激
发了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

熊玲：“趣学堂”暑期快乐课堂
把非遗带进社区，活动有新意，传播
方式接地气，居民参与度高，非常
好。希望此类活动能常态化开展，
活动对象不仅是孩子，还可包括成
年人。

多方发力
非遗“活起来”

（画外音）2015年，《江西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条例》出台；2017 年，江
西印发了《江西省“十三五”时期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工作方案》
和《江西省传统工艺振兴计划》。目
前，江西共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
目70项、省级非遗代表项目560项，
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70
名、省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478
名，拥有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
区两个、省级两个，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4个、省
级20个，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基地9个、传播基地10个、传承基地
19 个，已基本构建起体现江西特色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系。

程明：活态传承能达到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的终极目的，在这方面
我们做了一些努力：发掘与人们日常
生产生活联系紧密的非遗项目，使其
在生产实践中得到活态传承和保
护，提升自我造血功能。比如，上饶
市培育出婺源歙砚、信州夏布、广丰
木雕等一批年产值上亿元的非遗文
化产业。同时，打造民间文化活动
品牌，推动非遗保护和旅游相融合，
赣州市以龙南、定南、全南、安远为
主打造客家文化旅游区，挖掘客家
饮食文化、服饰文化、民俗文化、农
耕文化，唱响“客家摇篮”品牌；景德
镇市在古窑民俗博览区设立作坊，
现场展示制瓷技艺；吉安市在吉州
窑景区展示吉州窑烧制技艺等。

主持人：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历
史发展的见证，又是珍贵的、具有重
要价值的文化资源。加强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不仅是国家和民族发展
的需要，也是国际社会文明对话和人
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让
非物质文化遗产“走出来”“活起来”
面临哪些难题？该如何解决？

周南英：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方面，学习技艺时间长、短期内看
不到收益是一些人不愿意传承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原因所在。以豫
章绣为例，学习初期，绣制的作品不
精美，卖不到好价格，很多人无法坚
持。但是，只有坚持下去，潜心研
究，才能让绣品和现代社会融合，越
来越出彩。

沈哲：有些非遗项目传承人思
想比较守旧，只有融合时代元素，不
断创新，才有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作为传承人，如何把所学的非遗技
艺融入生活，让非遗作品“活起来”，
这是传承人必须思考的问题。

程明：我省非遗项目的分布及

发展水平不均衡，开发利用和创新
发展能力不足，目前只有少数非遗
项目通过产业发展增强了自我造血
功能。一些非遗产品因为与现代生
产生活结合不紧，不能满足市场需
求，生产性保护的目的难以实现。
如上饶、九江的国家级和省级非遗
项目达139项，但在实际生产运营中
有一定规模和成效的只有20余项。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只传承，不创
新，不与市场结合，是走不远的。要
正确处理非遗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
的关系，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
护。要加强非遗基础理论研究，推
动非遗保护工作在科学理论指导下
创新发展；要根据不同项目的传承
状态和生存状态，采取不同的保护措
施；要把开展生产性保护和发展区域
特色经济、培育文化创意和文化旅游
产业、带动群众脱贫致富结合起来，
促进非遗融入时代、融入生活。

欣欣向荣
非遗“传下去”

（画外音）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应
成为只放在博物馆里的活化石，走
进现代生活才是非遗长远传承、真
正活下来的方式。不过，大多数人
对非遗传承人的印象，多局限于老
工匠、老师傅等称呼，并未深入了解
这些精湛技艺和文化传统。随着非
遗日渐受到重视，越来越多的年轻
人对非遗文化表现出浓厚兴趣。非
遗传承之路该如何走下去？

周南英：2010年起，我与余正连
创办了豫章赣绣坊，免费培训下岗
工人和残疾人，目前绣坊内专职绣
娘有 30 多人。我们认为，既然走上
了这条路，就要坚持下去，不能让这
门手艺失传。

陈云飞：现在把棕编当事业来
做的人很少，棕编传承人青黄不
接。因为热爱，我会坚持下去。希
望这个项目能受到更多关注，让流
湖棕编被更多人知晓。另外，还希
望有关部门出台一些行之有效的措
施，帮助我们培养更多传承人。

黄薇娜：要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
活态传承、持续传承的目的，就要扩
大宣传，不断培养传承人，逐步让群
众尤其是年轻人接受，愿意学习，并
有可能成为新的骨干传承人，从而实

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世代相传。
南昌市文化馆举办的青少年非

遗体验课期期爆满，说明孩子们喜
欢非遗文化，“我是小小传承人”活
动就是我们馆做起来的一个特色品
牌活动。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相信随
着越来越多青少年对非遗文化的了
解，非遗传承人的队伍会逐步壮大。

程明：机构和人员是开展非遗
保护传承工作的基本条件。要加强
传承人队伍建设，研究制定传承人
培养制度、带徒传艺制度、传承奖励
制度等，建立非遗传承人才库，进行
实时跟踪、动态管理；要加强与省内
高等院校、职业院校、科研院所及相
关企业的密切协作，建立一批非遗
研究、培训基地；在职业院校设立非
遗相关专业，将部分非遗人才培养
纳入定向委培统招计划，为非遗传
承提供专业人才，增强非遗项目发
展，这些都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江西日报社新媒体部关注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开展

“趣学堂”暑期快乐课堂走进社区
公益活动，搭建传统文化与年轻人
的联系纽带，体现了媒体的责任心
与使命感。只有越来越多的人关
注非物质文化遗产，才能让传承之
路走得更远！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

保护传承。文化自信源于文化认同，文化认同源于对民族
文化的深厚感情，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对
传递民族文化、凝聚民族认同、重塑民族精神、增强文化自
信具有重要意义。

江西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涵盖了手工技艺、传统
美术、民间戏剧和民俗等多种门类。

在刚过去的暑假，江西日报社新媒体部与南昌市文化
馆联合举办的“趣学堂”暑期快乐课堂走进社区公益活动，
以豫章剪纸、豫章绣、流湖棕编等为主题，带孩子们感受江
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100多名孩子得到非遗传承人
手把手的指导，完成了第一个非遗作品。探索助力非遗传
承仅仅如此还不够，本期《江报直播室》让我们聚焦非物质
文化遗产，看江西非遗如何走出来，活起来，传下去！

■ 嘉宾：
程 明 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
黄薇娜 南昌市文化馆副馆长
熊 玲 南昌市西湖区桃花镇国贸阳光社区书记
万月琴 南昌市西湖区南站街道铁路三村东社区主任
周南英 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豫章绣传承人
沈 哲 南昌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豫章剪纸传承人
陈云飞 南昌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流湖棕编传承人

■ 策划：本报记者 吴志刚 邱 玥
■ 执行策划：本报记者 张 雪 ■ 主持：本报记者 袁荣穗
■ 整理、摄像、摄影：本报记者 袁荣穗 实习生 陈 晖、邓晨昊

我省一大学生赴长沙捐造血干细胞
本报讯 （记者黄锦军）根据中国造血干

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安排，9月13日，
在长沙市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血液内科干细
胞采集室里，南昌理工学院大四学生王祯完
成造血干细胞捐献。采集过程历时3个多小
时，采集 135 毫升造血干细胞悬液。这天正
好是他母亲生日，母子俩在采集室里度过了
一个有意义的生日。

1995年出生的王祯是赣州市人，平时乐
于助人。王祯 2014 年 8 月第一次献血时，就
请血站工作人员抽取血液做HLA（人类白细
胞组织相容性抗原）分型检验，成为一名光荣
的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

今年 6 月，得知与一名上海的白血病患
儿配型成功，他二话没说，同意捐献造血干细
胞。HLA 高分辨配型成功，9 月初他正式收
到采集造血干细胞通知单。对于王祯到长沙
捐造血干细胞，王祯母亲非常支持，特意从赣
州赶到长沙，陪在他身边。

江西省红十字会捐献服务中心有关人员
告诉记者，王祯捐献的造血干细胞悬液是为
救治一名在上海某医院接受白血病治疗的 3
岁女孩。

9月9日起，王祯在湘雅二医院血液内科
接受每天早晚各一针动员剂注射。9月13日
造血干细胞捐献完成后，王祯说：“捐献的造
血干细胞能帮助别人战胜白血病，是件很有
意义的事情。”上海某医院护士来到湘雅二医
院，把王祯捐献的造血干细胞悬液带往上海，
并转交了白血病患儿家长的感谢信，信中说：

“非常感谢你无私的帮助，给我们一家带来了
光明和希望，愿好人一生平安。”

南昌计划到2020年
旅游综合收入达2000亿元

本报南昌讯 （记者赵影）日前，记者获
悉，为实现旅游品牌重大突破，南昌市制定
了“倍增”计划目标，2018年全市力争实现旅
游总人次 1.5 亿，旅游综合收入 1500 亿元。
同时，该市出台《关于全面推进全域旅游发
展的意见》，计划到 2020 年，全市旅游综合
收入达到 2000 亿元，旅游总接待人次达到 2
亿人次。

在海外投放城市形象宣传片、启动旅游
专列迎接各地游客、开展八一广场等城市重
点旅游项目提升改造工程、升级一江两岸灯
光秀……记者了解到，南昌通过一系列举措，
不断丰富旅游业态、优化旅游环境，向发展优
质旅游和全域旅游更进一步。

据悉，南昌市将加快推进滕王阁5A级景
区创建工作，全面推进南昌海昏侯遗址公园、
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建设项目、华侨城大型
文化旅游综合项目、绳金塔二期改造项目等
建设，以更好满足游客多元化的旅游需求。

在打造优质旅游城市“名片”的进程中，
游客有望感受南昌旅游的多重魅力。据悉，
安义县将重点发展民宿产业，同时加大对文
创店、酒吧、咖啡吧、老字号、陶瓷体验馆等多
种业态的引进；红谷滩新区将加大 VR 产业
在旅游景点、大型综合体、酒店、社区等区域
的应用，为群众提供更多游玩体验；西湖区将
着力推进大型文化旅游综合项目建设；东湖
区将加大对南昌历史文化旅游资源的研
发等。

值得关注的是，南昌将加大对南昌旅游
年卡的宣传、发行力度，使其真正发挥便民、
利民、惠民作用。

赣江拦河坝滩水域疏浚航道
本报南昌讯（记者余红举）受天气影响，

今年入夏以来，赣江流域降雨量较往年偏少，
赣江水位持续走低，拦河坝至小坊水域航道
狭窄，常因船舶不合理配载及船员操作不当
导致船舶搁浅。9月9日开始，南昌市地方海
事局对赣江拦河坝滩水域实施非禁航方式航
道维护性疏浚，工程11月30日结束。

据悉，南昌市地方海事局及时发布航道
通告及航行通告，告知过往船舶航道疏浚施
工动态；及时调整赣江拦河坝滩疏浚施工区
航标，并对施工船舶悬挂信号。过往船舶要
严格按照航道部门公布的维护尺度合理配
载；加强瞭望，小心驾驶，禁止穿越施工水域。

■ 核心提示：

《江报直播室》是江西
日报和中国江西网（http：//
www.jxnews.com.cn）、江
西 手 机 报（http：//www.
jxnews.com.cn/zt/system/
2014/01/20/012914396.
shtml）联合主办的全国第一
个报网互动视频直播栏目，
登录中国江西网或下载江西
手机报，即可在网上收看本
期《江报直播室》的视频。

出生缺陷患儿（遗传代谢病）可申请救助
本报讯 （记者钟端浪）9 月 12 日是中国

预防出生缺陷日。当天，省儿童医院在门诊
大厅举行义诊和科普宣传活动，呼吁百姓提
高预防意识，减少出生缺陷儿。

出生缺陷即通俗所言之“先天性畸形”，
是指婴儿出生前发生的身体结构、功能或代
谢异常。出生缺陷是导致早期流产、死胎、
围产儿死亡、婴幼儿死亡和先天残疾的主要
原因。

据省卫生计生委相关负责人介绍，随着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高龄孕产妇比例上
升，我省出生缺陷比例也在逐渐增高。在出
生缺陷中，先天性心脏病较为突出，其次是
多指/趾、唇裂等。

另悉，即日起，我省出生缺陷患儿（遗传
代谢病）家庭可在省儿童医院等国家指定的
定 点 机 构 申 请 国 家 救 助 ，最 高 可 救 助 2
万元。

在“趣学堂”暑期快乐课堂上，小学员学习剪纸。

微信扫一扫，可观看整
个活动的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