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6日，大批鹭鸟栖息在新余市仙女湖区仰天岗办
事处港背村一处密林中，与周边的村庄、河流、田园构成一
幅和谐的生态画卷。近年来，新余市立足源头全面加强生
态环境保护，通过全面推行“河长制”和“净水、净空、净土”
行动，城乡生态环境日益改善。

通讯员 赵春亮摄

◀5月4日，无人机航拍的万年县陈营镇区域。绿油油
的稻田、平坦宽阔的公路、延绵起伏的青山，一幢幢秀气的
农村小洋楼点缀其中，构成一幅秀美乡村美景图。

本报记者 洪子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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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围村”，找个女朋友
都不敢带回家

洪岩镇辖 18 个村（居）委会、分场，
55 个自然村，总人口 1.8 万人。作为乐
平市重要的旅游乡镇，该镇坐拥国家森
林公园、省首批特色小镇以及省地质公
园等金字招牌。然而，卫生状况饱受诟
病，成为该镇社会经济和旅游业发展的
瓶颈。

早年，洪岩镇乡村存在垃圾围路围
河、污水随意排放问题。路边、塘边、田
边和房前屋后，经常一堆堆垃圾，蚊蝇
滋生，老鼠猖獗。

“以前，大家嫌我们这里穷，环境差，
出去就不回来了；年轻人出外工作，找了
女朋友，不敢带回家，因为一回来，怕吹
了。”在罗家洲村，一村民打趣地说。

洪岩镇决定从农村垃圾集中处理
着手，推进村庄整治建设。这是景德镇

市首个全镇乡村实行垃圾分类的乡镇。

挨家挨户做工作，上门入
户搞教学

乡村生活垃圾治理是一项系统性工
程，需要挑战的是千百年积淀的陋习。
洪岩镇政府需要面对的是群众参与度不
高的现实，以及资金短缺的难题。

“传统方法与垃圾分类新方式是一
旧一新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这是对村
民生活习惯来一次‘大革命’。”洪岩镇
常务副镇长吴大河说，针对资金不足的
难题，洪岩镇引入社会公益组织参与，
以购买服务的方式与该市绿色之光志
愿者协会合作。筹资购买分类垃圾桶、
编织袋和垃圾收运车。此外，镇政府投
资 100 万元建设了有机垃圾处理站，购
置了2台有机垃圾处理设备。

如何改变村民不分青红皂白乱抛
垃圾的习惯？该镇制定清晰易懂的分
类标准，让村民清楚地知道哪些是有害
垃圾，哪些是可回收垃圾。各村干部和
保洁员挨家挨户“磨嘴皮”，他们随时翻
开村民家的垃圾桶检查，抓住机会进行

“现场教学”。
如今，洪岩镇的村民每天将不同类

别的生活垃圾扔进不同的垃圾桶里，然
后由垃圾收运员分类打包。该镇对农
户垃圾分类评优，建立“笑脸墙”“红黄
榜”公布结果。严密的制度设计，使心
存侥幸者难以蒙混过关。百姓良好卫
生习惯正在养成，垃圾分类从“政府推
着走”逐渐过渡到“百姓主动干”。

房前屋后变干净，旅游开
发不发愁

在洪岩镇，污水处理项目不是稀奇

事。罗家洲、小坑污水处理终端已建成
并投入运行，处理后水质达标，可用于
灌溉。同时，董家湾、盘龙山、阁坞等 7
个村污水管网已完成铺设。镇长汪任
飞说，未来两年内，该镇污水处理实现
村村全覆盖。

在离洪岩镇几公里一个山坡上，一
个占地不到100平方米的有机垃圾处理
站引人注目，它承担洪岩镇可腐烂垃圾
处理的重任。运送过来的可腐烂垃圾
在这里变废为宝，生产出来的有机肥免
费提供给当地果园、林地循环使用，有
效缓解农业农村面源污染。

“垃圾终端处理量减少，资源回收
利用率提高，一降一升之间，得到实惠

是这里的老百姓。”吴大河介绍，该镇垃
圾分类收集处理系统项目于 2018 年 6
月 30 日投入使用，生活垃圾日产日收、
日集日运、日清日销，分类后每天垃圾
产生量 10吨左右，相比之前减少 50%以
上，垃圾分类推广工作已在全镇4884户
实现了全覆盖。

得益于垃圾分类的强力推行，洪岩
镇的乡村面貌焕然一新，房前屋后干净
了，小河水变清澈了，苍蝇蚊子也少了，
人居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村民们的幸
福指数大幅提升。该镇全域垃圾分类也
助推着全域旅游开发，目前已对岩前、罗
家洲、小坑等十余个村庄精心实施了整
村改造，通过旅游开发带富一方百姓。

连日来，铜鼓县“爱心妈妈”邬德毅
的爱心故事在当地广为传颂。“邬阿姨
帮助我 8 年了，她就像亲人一样。”接受
邬德毅帮助的大塅镇鹤吼村的邱冬英
说。现在，大学毕业的邱冬英在北京一
家外企工作，邬德毅还经常嘘寒问暖。

邱冬英一家四口，爸爸身体特别
差，几乎没有劳动能力；妈妈曾令菊拉
扯着她和弟弟长大。2011 年 5 月，邱冬
英在大塅中学读初二。一天，一名自称
邬德毅的县供电公司职工来到学校，给
邱冬英买来零食，还把 600 元钱交给班
主任，说是给她做学杂费。

自此之后，每学期开学，邬德毅都
会到邱冬英家里，送钱送物。曾令菊告

诉记者：“邬姐每次来我家，总是说有什
么困难就找她。”很多事情曾令菊记忆
犹新。女儿在县城上高中那阵子，邬德
毅经常周末把邱冬英约出来，一起逛
街，给她买吃的，买衣服和鞋子，和她聊
学习和生活上的事，性格内向的邱冬英
慢慢变得开朗起来。

高考后填报志愿时，曾令菊和丈夫
不懂。邬德毅把邱冬英叫到家里，帮她
分析学校和专业，最后选择了中国传媒
大学电影译制专业。“我考取大学后，邬
阿姨送我一个 2000 元的红包。开学那
天，她还到车站送我，买了一大包吃的东
西，又塞给我600元。”邱冬英说。

邱冬英上大学后，邬德毅与她保持

着密切联系。在邬德毅的鼓励下，邱冬
英选修了第二学位新闻学，当上了学院
学生会主席，加入了学院的志愿者组
织。大学毕业找工作时，东奔西跑，花
费不少。得知这一情况，邬德毅马上将
8000元转到邱冬英的银行卡上。

2018年11月，邱冬英双脚大脚趾要
做手术。尽管已经参加工作，但邱冬英
要供弟弟上学，还要还助学贷款，一下
子很难凑齐手术费。邬德毅得知后，立
马转了2万元给邱冬英。

为了减轻邱冬英家的经济压力，邬
德毅找到铜鼓一家企业，安排曾令菊入
厂上班。如今，曾令菊每个月有3000多
元工资。

在邱冬英看来，邬阿姨给她的不仅
是物质上的帮助，更重要的是给她精神
上的鼓励，让她学会了上进，学会了坚
强，学会了乐观，更学会了感恩。“以后，
我也会像邬阿姨那样，为社会做一些力
所能及的事情。”

铜鼓县供电公司办公室主任曹文
明介绍，邬德毅是公司营销部副主
任、党支部书记，是铜鼓资深志愿者，
县里每一次大型志愿活动，都有她的
身影。

本报南昌讯 （记者陈璋）近
日，为深入推进“美丽南昌 幸福
家园”环境整治工作，提升城市功
能品质，全面整治违法违规侵占
圈占城市绿地问题，南昌市发布
了《关于开展整治侵占城市公共
绿地恢复绿化景观的实施方案》，
要求各地恢复绿地原貌，不断改
善和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和群众生
活环境。

据悉，南昌市已成立排查和复
绿小组，深入排查侵占公共绿地行
为，明确恢复地段、配制的植物、复
绿的时间节点及要求。5 月 1 日开
始，南昌县城管局已对南昌县城区
私占绿地、闲置地种植、乱搭乱建、
堆放杂物等现象进行了全面集中
整治。划分莲塘、银三角、小蓝、象
湖、东新等片区，对“私家菜园”、私
占绿地堆放杂物等行为进行清理，
并对侵占闲置地的违规搭建进行
拆除，共整治侵占公共绿地、闲置
地42处，清理面积约6000平方米。

《方案》要求各县区、单位要做

好道路恢复，以播撒草籽、种植草
花、设置花境、绿篱等方法进行修
复，保持道路两侧景观的连续统
一；结合水系建设景观，种植水生
植物，体现自然性和生态性；对辖
区内居住区进行全面排查，对侵占
小区公共绿地的行为加强执法，对
已破坏的绿地要督促小区物业进
行整治恢复。

全市基础建设相关单位要对
工程项目未完成绿化的用地进行
全面排查，对已发现的侵占绿地
行为要及时做好复绿，对因工程
建设节点原因未实施绿化工作的
闲置空地要做简易绿化，防止绿
地被侵占。

各县区、单位要按照城市功能
品质提升方案为指导，按“300米见
绿、500 米见园”的要求，将复绿工
作与建绿道、公园、彩化道路和美
化出入口一并规划建设。其中，对
具备条件的被侵占绿地，按公园建
设标准建设公园和小游园，以增补
本县区公园个数、面积不足。

本报九江讯（记者曹诚平 通
讯员熊茂静）“我老公发急病了，请
你们帮帮忙，把我老公送到医院
去！”5 月 6 日 6 时 50 分许，一名女
士突然冲进杭瑞高速公路九江东
收费站办公室求助。值班员梁小
冬立即跟着这名女士跑到收费站
广场，发现一名男子靠在一辆小车
的驾驶座上，口不能言语，手脚不
能动弹。于是，梁小冬立即拨打
120急救电话。

据这名女士介绍，当天早晨，
她和丈夫李先生带着孩子，从彭泽
县出发，开车到九江。车子驶上高
速公路后，李先生感到身体有些不
适，但仍坚持将车开到了九江东收
费站广场，这时李先生病情突然加
重，只好强撑着靠边停车求救。

梁小冬将李先生从驾驶座小
心地转移到车后座，自己坐上驾驶
座，然后开车向九江市区驶去。约
5 分钟后，梁小冬驾驶李先生的车
子在原杭瑞高速荷花垄收费站处
与 120 急救车碰面。将李先生转
移到 120 急救车上后，梁小冬又开
车陪同李先生的妻子来到九江市
第一人民医院，帮她办好了入院手
续。离开时，他还留下了自己的电
话，嘱咐李先生的妻子有什么困
难，可随时联系。

经诊断，李先生得的是突发性
脑出血。5 月 7 日，脱离了生命危
险的李先生联系上了梁小冬，对他
的及时施救表示感谢。“如果不是
及时送医，很可能会耽误抢救，是
你救了我的命！”李先生说。

司机高速路上突发脑出血
收费员争分夺秒送医抢救

全域垃圾分类是怎样做到的
乐平市洪岩镇引入社会公益组织参与破解“垃圾围村”难题

本报记者 徐黎明文/图

垃圾分类是一个看似简
单、其实很复杂的系统工程，
被人们称为世界性难题。然
而在乐平市洪岩镇，全域垃圾
分类工作却做得井井有条，不
到一年时间就取得了明显的
效果，不仅让乡村更美了，还
带动了乡村旅游发展。那么，
这个镇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爱心妈妈”邬德毅
本报记者 胡光华

本报讯（记者钟端浪）4 月 30
日，由省卫生健康委牵头，省网信办、
省发改委、省公安厅、省市场监管局、
省医保局、省中医药管理局等8个部
门联合印发的《江西省医疗乱象专项
整治行动方案》，将针对执业医师“挂
证”、骗保等医疗行业中的违法违规
行为，开展为期1年的医疗乱象专项
整治行动。

根据方案，专项整治行动将在
我省各级各类医疗机构中开展，重
点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执业行
为、医疗骗保行为，严肃查处发布
违法医疗广告和虚假信息的行为，
坚决查处不规范收费、乱收费、诱
导消费和过度诊疗行为。

医师出租、出借、转让《医师执
业证书》，无证行医，医疗机构买
卖、转让、租借《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证》或《医师执业证书》，超出登记
范围开展诊疗活动，使用非卫生技
术人员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出

具虚假医学证明文件等行为，均在
严厉打击之列。

针对骗保行为，专项整治行动
将重点打击通过虚假宣传、以体检
等名目诱导、骗取参保人员，尤其
是贫困人口住院的行为；留存、盗
刷、冒用参保人员社会保障卡的行
为等。专项整治行动还将重点查
处未经卫生健康部门审查和违反

《医疗广告审查证明》规定发布医
疗广告的行为。同时，还将加强互
联网虚假医疗信息监测，对医院自
建网站、公众号等自媒体上发布的
虚假医疗信息进行清理；加强日常
监督管理，将医疗机构发布违法医
疗广告和虚假信息情况纳入医疗
机构校验管理，加大处罚力度；加
强对医疗机构收费行为的监督检
查，依法查处拆分手术或检验检查
项目，未按照要求公示药品、医用
材料及医疗服务价格，未按照项目
和计价依据收费等行为。

我省重拳整治医疗乱象

本报吉安讯 （记者曹诚平）一
批精致小巧，形似鸟巢的“鸟巢图
书馆”，近日在吉安市吉州区古南
镇街道的意苑小区、凯旋华府小区
等 6 个小区设立，下一步将在其他
住宅小区、学校、商场等公共场所
设立。

“鸟巢图书馆”也称“诚信图书
馆”，由志愿者和热心人士捐助设
立，是一种具有公益性质的微型图
书馆，能放约 20 本书。图书馆 24
小时免费开放。人们在“鸟巢图书
馆”取书时，必须自觉遵循“取走一
本，放入一本”的原则。

公共绿地不许私人侵占
南昌全面整治违法违规侵占圈占城市绿地问题

吉安有了“鸟巢图书馆”

精致小巧的“鸟巢图书馆”。 彭晓华摄

有机垃圾处理站将厨余垃圾变废为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