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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无人驾驶、人脸识别，与机器人玩
“剪刀石头布”，借助 5G+VR 体验飞越龙虎
山……7月18日至19日，在鹰潭举行的2019
江西国际移动物联网博览会上，5G技术、移
动物联网技术给与会嘉宾及观众带来强烈
震撼。

移动物联网产业是新一代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的典型代表，正在催生出许多新技术、
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给人们生产生活带
来巨大变化，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巨
大的机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
副司长刘郁林认为，移动物联网是5G应用的
关键场景，是未来发展的重要趋势。近年来，
省委、省政府坚持把移动物联网作为战略性、
先导性产业来抓，牢牢把握国家03专项试点
示范的重大机遇，正在加快打造千亿级物联
网产业，全力建设“物联江西”。

这是一次 03 专项试点示范的成果检

阅——
在华泉小村一块足球场上，来自贵溪象

山学校的小球员们激战正酣。这可不是一场
简单的足球赛。简极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足球内置的定位芯片、球员手臂上
的可穿戴设备以及场地四周架设的数字工作
站，形成一整套球员数据分析系统，能全面统
计每个球员的传球、射门、跑动距离以及分析
技战术水平。这套设备，对于足球运动员的
专项训练和人才选拔非常有利。

在本次博览会上，华为、中兴等 83家移
动物联网企业和单位带来了最前沿的产品、
最智慧的应用。近在眼前的智慧消防、智慧
安保、智慧交通、智慧环保、智慧家居，让人振
奋。在室外体验区，参展嘉宾可以借助5G+
VR 三维虚拟游云平台，实现龙虎山美景的
沉浸式体验；通过360度全景VR摄像头，在
漂流的竹筏上欣赏风光旖旎的龙虎山……

这 是 一 次 抢 抓 数 字 经 济 的 生 动 实
践——

萍乡经开区与浙江星星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牵手、鹰潭高新区与格陆博科技有限公
司联姻……在博览会签约仪式上，汽车智能
驾驶系统应用、智慧旅游、智慧农业等 16个
项目成功签约，签约总金额超 115亿元。同
时，第二届“绽放杯”5G应用征集大赛（鹰潭
站），又孕育和催生了一批新项目。

各展区门庭若市，参展商们收获满满。
深圳市逸仙康利来科技有限公司带着智慧
床垫产品前来参展。企业负责人庄加福说：

“在这次博览会上，我们通过现场体验、讲解
等方式，让更多市民对健康睡眠有了新的理
解，让大家对物联网科技有了新的认识，也
推动企业在产品推广、品牌提升上达到了一
个新的高度。”

这 是 一 次 探 寻 产 业 未 来 的 思 想 碰

撞——
“5G将开启移动互联网的 2.0版本。”北

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书记、江西省03专项专
家指导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曹淑敏认为，今年
是 5G 网络的元年，但是设备还不成熟。5G
真正的应用规模，至少需要两到三年的时
间。“在 5G 的应用当中，我认为移动物联网
的应用和低功耗、大连接的应用规模会率先
突破，高可靠性、低时延的应用会在特殊行
业或者重点行业逐步推动。”

中国工程院院士、江西省03专项专家指
导委员会主任邬贺铨表示，目前，全球产业
物联网 90%使用无线通信技术，尤其是移动
通信技术，移动物联网市场前景广阔。根据
麦肯锡咨询公司预测，未来物联网的价值
30%在B2C，70%在B2B。

以5G为媒、以物联汇友。江西正着力唱
响“物联江西”品牌，携手拥抱万物互联新时代。

携手拥抱万物互联新时代
——2019江西国际移动物联网博览会掠影

本报记者 黄继妍 钟海华

本报讯（记者骆辉）7月19
日，省教育考试院召开 2019年
普通高校招生录取第三次新闻
发布会，公布提前批本科、国家
专项计划本科批次录取情况，以
及第一批本科批次的投档情况。

截至 7 月 18 日，提前批本
科和国家专项计划本科录取基
本结束，共录取考生 11520名，
其中文史类 1116 名、理工类
5124 名；艺术类提前本科单志
愿已录取考生 4039名，平行志
愿已录取考生 1241名；高校自
主招生已录取考生700名。

第一批本科分文史、理工、
体育三大类以及地方专项、苏
区专项和预科的录取，招生总
计划数为42219名，其中普通文
理计划数为41928名（含地方专
项招生计划547名、苏区专项招
生计划 1000 名、预科计划 3
名），体育类计划数为291名。

参加第一批本科录取的文
史类院校共 254 所，投档满额

的院校 242 所，投档分数居前
的院校分别是：清华大学 657
分、北京大学 648分、复旦大学
643 分、上海交通大学 638 分、
中国人民大学 636分。参加第
一批本科录取的理工类院校共
365 所，投档满额的院校 347
所，投档分数居前的院校分别
是：北京大学 682分、清华大学
680 分、复旦大学 676 分、上海
交通大学 673 分、复旦大学医
学部 669分。参加第一批本科
体育类录取的院校共 19所，全
部投档满额，投档专业分数居
前的院校分别是华东师范大
学、北京体育大学、上海体育学
院、华中师范大学、暨南大学。

据省教育考试院负责人介
绍，“双一流”建设高校受到考
生普遍青睐，本省南昌大学、江
西财经大学、江西师范大学、华
东交通大学、南昌航空大学、江
西理工大学生源充足，少数院
校存在缺额。

高招文理一本院校投档线公布
本省南昌大学江西财经大学等高校生源充足

本报讯 （记者钟端浪）7
月19日，2019年全省深化医改
工作暨县域综合医改试点启动
电视电话会议在南昌召开。会
议总结了我省近年来深化医改
工作成绩，部署了下一阶段的
医改工作任务。副省长孙菊生
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上，孙菊生对我省医改
工作取得的成绩表示充分肯
定。孙菊生指出，医改是一项
涉及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的综合
性改革，今明两年是深化医改

的关键期，任务艰巨，责任重
大。孙菊生强调，各地各有关
部门要坚持真抓实干，奋力推
动深化医改取得重大阶段性成
效；坚持精准施策，着力推动深
化医改在新起点上取得新突
破；坚持攻坚克难，努力推动县
域综合医改试点落地见效；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扎实推动医
改各项工作，全面推进健康江
西建设，努力实现人人病有所
医，以全民健康助力全面小康，
以健康梦托起中国梦。

努力实现人人病有所医

本报讯 （记者魏星）根据
监督工作安排，省人大常委会
即日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自
然保护区条例》贯彻实施情况
开展执法检查。7 月 19 日，执
法检查组在南昌召开第一次全
体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冯桃莲出席。

根据部署，省人大常委会
执法检查组将分 3 个小组，赴

赣州、吉安、宜春3个设区市及
相关县（市、区）开展重点检查，
同时委托其他 8个设区市人大
常委会开展自查并提交报告。
检查的主要内容包括自然保护
区建设、发展和管理情况，重点
对保护区违法行为排查整治、
地方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落实
法律责任情况等进行依法监督
检查。

省人大常委会对保护区开展执法检查

本报讯 （记者邱辉强）7
月19日，省工商联十一届四次
常委会议在南昌召开，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
西重要讲话精神和省委十四
届八次全会精神，推动全省工
商联系统深入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助力
工商联事业再上新台阶。省
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主席雷
元江出席并讲话。

会议指出，要充分认清供
给体系变化，认清我省产业竞
争力状况、企业实力状况、要
素供给状况，找准民企参与深
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
口和突破口，把握住供给侧结
构 性 改 革 带 来 的 变 化 和 机
遇。要充分发挥企业家的关

键作用，在构建亲清政商关系
中有新作为，在市场环境建设
中有新担当，在弘扬企业家精
神上有新突破，推动我省营商
环境实现“四最”目标。要紧紧
跟上时代发展步伐，加快建设

“一会七中心”综合服务平台，
在组织体系、运行机制、服务内
容上全面提升，深入推进服务
型、智慧型、开放型工商联建
设，为奋力开启建设富裕美丽
幸福现代化江西新征程，努力
描绘好新时代江西改革发展新
画卷贡献非公有制经济力量。

会议期间，省工商联举行
了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服务
中心揭牌仪式，并对“千企帮
千村”精准扶贫工作进行了再
动员再部署。

省工商联十一届四次常委会议召开

本报讯 （记者卞晔 实习生郭英琦）7
月 19 日，记者从省防指获悉，鉴于赣州市
洪涝灾情总体趋于稳定，根据相关预案规
定，省减灾委、省应急厅于 7月 18日 9时对
赣州市终止省级救灾四级响应。

水情方面，7月 18日 8时至 7月 19日 8
时，鄱阳湖湖区、五河下游地区及长江九江
段共 17站超警戒 ，水位继续缓退，全省其

他江河站点均在警戒以下。其中，7 月 19
日8时，星子站水位达20.52米，超警戒1.52
米，比前一日下降 0.13 米，较 1998 年同期
偏高 0.01 米；长江九江站水位达 20.67 米，
超警戒 0.67 米，比前一日下降 0.09 米，较
1998年同期偏低0.44米。

截至 7 月 19 日 15 时，7 月 12 日开始
的洪涝灾害共造成南昌、景德镇、萍乡、

九江、宜春、上饶、鹰潭、赣州 8 个设区市
51 个县（市、区）149.8 万人受灾，紧急转
移安置 14.9 万人，需紧急生活救助 3.7 万
人，农作物受灾 102.3 千公顷，绝收 14.1
千公顷，倒塌房屋 1290 户 3920 间，严重
损坏房屋 522 户 1899 间，直接经济损失
40.3 亿元。

7月19日，省防指印发《关于加强退水

期堤防防守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
提高思想认识，充分做好“打持久仗”的准
备，继续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时刻绷紧防
汛抗洪抢险弦，强化责任落实，切实做好长
江、鄱阳湖退水期间的抗洪抢险工作。

受今年第5号台风“丹娜丝”影响，7月
20日至21日，赣东和赣南局部可能有大到
暴雨。

加强防守 确保退水期堤防安全
省防指要求各地各部门充分做好“打持久仗”准备

百万余元救灾物资
再次支援江西

本报讯 （记者黄锦军）7 月 16
日，中国红十字会启动三级应急响
应，根据我省灾区需求，从中国红
十字会备灾救灾中心调拨赈济家
庭包 4500 个、棉被 5000 床，物资价
值144.339万元，用于支持我省红十
字会开展灾害救助工作，这是发生
洪涝灾情后，中国红十字会第 6 次
向我省灾区调拨救灾物资。

7 月 9 日凌晨，新余市渝水区新溪
乡大雨不停，袁河水位不断上涨，挂
点 该 乡 城 头 村 的 乡 干 部 周 淑 强 正
在城头村岭上水库和袁河堤岸察看
汛情。

忽然，他接到父亲的电话，大雨一
直不停，洪水涨得很快，自己一人被困
家中。这时，周淑强心头一紧，非常担
心父亲的安危。但是水库和河堤的巡
查不能丢下，这关系到城头村数千人的
生命财产安全，在“大家”与“小家”之

间，他选择了顾“大家”。他在电话里安
慰父亲说，不要着急，往楼上走。他相
信兄弟乡镇的干部们一定能把自己的

“小家”妥善安置好。随后，他把家事压
在心底，继续和村干部们全身心投入到
防汛工作中。

天亮时分，父亲报平安的电话让
周淑强如释重负。接下来的几天里，
他依旧身先士卒，带头巡堤，坚持值
守，紧盯山塘水库和袁河堤岸等重要
部位不放松。

舍小家为大家
曹勇娟 本报记者 曹 耘

7月14日，黎川樟溪乡“党员突击队”成员
深入各个受灾村庄，指导、参与灾后防疫消毒工
作，帮助受灾群众早日恢复生产生活。连日来，
黎川县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
用，团结带领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开展抢险。

7 月 6 日傍晚，暴雨突降，熊村镇党委副
书记、镇长黄东彪立即组织镇村干部紧急转
移地质灾害点群众共19户36人，确保了群众
生命安全。

7月7日8时许，洪水涌入洵口镇茶亭街
上，情况十分危急。洵口镇洵口社区党员、

主任王志刚得知一对 80 多岁的老夫妻被困
在家中，迅速赶到现场把老人背到了安全地
带，之后连续奋战了两个多小时，成功转移
群众17名。抢险救灾行动告一段落后，他才
发现自己右脚被划破了一个大口子。

“贫困户程曾明家池塘的鱼被水冲出来
了，大家都去帮忙啊！”7月8日7时许，西城乡
余坑村村委会主任、老党员薛剑孙在余坑村
工作联系微信群发出“求救”信号。收到信息
后，大家和附近村民一起，挥锹拿网，堵缺捞
鱼，最终帮助程曾明捞回上千公斤草鱼。

危急时刻冲在前
张亚平 本报记者 温 凡

▶7月 16日，余干县康
山大堤上，来自三塘乡、石口
镇等乡镇的党员们正在康山
大堤上清沟排水，充分发挥
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确保
大堤安全。

本报记者 朱文标摄

（上接第1版）
2012年9月，吉安八中在吉安市率先开

展新课堂教学改革。学校秉承“将课堂主
体地位还给学生”理念，对传统教学过程进
行重构，争取让教师少讲、精讲，鼓励学生
多讲、敢讲，使学生在课堂上充分互动，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创新，是教育发展的推动力。”吉州区
教育局局长杨虎先认为，要把新的教育思
维主动“引进来”。于是，2018年，吉州区与
深圳市宝安区、上海黄浦区等7县（区）结成
了教育督导联盟，实行第三方学校办学水
平诊断式评估。来自发达地区的专家学者
走进吉安八中等学校，现场“问诊把脉”，对
问题开出“诊断药方”，将先进的教育理念
面对面传递给吉州的教育工作者。

同时，吉州区深入推动学校综合评价
改革，建立高素质的专（兼）职督学队伍，吸
引社会参与教育评价监督和服务，构建开
放多元的督导评价模式，并重点抓好农村
学校和薄弱学校精品建设，促进城乡、校际
教育教学管理水平共同提高。

如今，经历了两轮课改探索和实践的吉安
八中，近三年学生参加各类竞赛获国家和省、
市奖项180余人次，多位教师在国家级、省级各
项教学比赛中获得一等奖。创新，让学生有了
目标，让教师有了动力，让学校有了灵魂。

合力兴教
擘画美好未来

城中村改造项目，是优先做房地产，还
是保障改扩建学校？吉州区给出了答案：
今年3月，该区五里小学的孩子们开心地搬
进了新校区。新校区的660亩土地由区政
府无偿划拨给学校使用，并投资3亿元建设
配套路网等设施。

不仅没有了卖地收入，反而要多投入3
亿元，这样的事情，做得值吗？“为了教育，
值！”区教育部门负责人语气坚定。

这份情怀感染着人们。如今的吉州
区，教育不再是教育部门一家的事，全区上
下早已形成了支持教育的合力：财政部门
优先拨付每年的教育经费，近五年，财政教
育支出约25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23.6%；
自然资源、住建等部门共同为新建学校办
理用地手续，推动项目尽快实施；交警部门
完善学校周边交通设施，每天上下学高峰
期在学校周边交通值勤，保障师生平安出
行……一切为了教育，不仅纳入了吉州区
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更成为吉州人
的共识。

“教育是一项久久为功的事业，我们要
少计较眼前的利益，多把目光投向长远的
未来。”这样的承诺，掷地有声。

（上接第1版）要坚持“准”为关键，广泛听取意见建议，拿起
放大镜，搞清楚“差距在哪里”“根源是什么”，把问题找准找
细找实，把根源挖深挖透，把好靶向、对症下药。要坚持

“改”为落脚，以敢涉险滩、敢破坚冰、敢啃硬骨头的勇气和
毅力，扛起责任抓整改，拿出硬招抓整改，持之以恒抓整改，
确保立查立改、真改实改，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推进工
业强省战略迈出更大步伐、取得更大成绩。

（上接第1版）
“直到8月中旬我才知道这个信息。没有老师

去，学校岂不是要关门，那里的孩子怎么办？”程风
的内心五味杂陈：去，需要面对新环境新挑战，干不
好就辜负了组织的期待；不去，想到那里的孩子舍
近求远入学不便，内心的呼唤让她坐立不安。在反
复与家人沟通后，程风决定一试。

8月28日，游城乡中心学校任命程风担任北塘
小学校长。当天，程风只身来到北塘小学察看情
况。“很不乐观，条件比土塘小学差得远，孤零零地立
着一栋两层的教学楼，不通水电。更惨的是，学校没
有校长，老师‘跑’光了。”程风告诉记者，当时看着眼
前的一切，她在篮球场上足足呆坐了两小时。

没有退路，唯有咬牙前行。程风平复心绪、理
清思路，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没有老师，就发动
大学同学前来支教，邀请在校大学生过来实习；不
通水电，就请工人来打井、安装电线；请不起厨师，
就自己拿起勺子当“大厨”；为让新来的 3 名女老
师安心，就陪她们一起住在学校……开学的第一
个月，程风没有休息一天，整理校园环境、绘制校
园文化墙、新建升旗台、添置教学设备。尽管学校
面貌有了改善，但新来的校长到底行不行，村民仍
在观望。

2016年元旦，程风用一场会演给村民吃了一颗
定心丸。劝返的54名学生的家长和部分村民受邀
出席，看着自家孩子的演出，家长们兴奋极了。许
多家长说，“十多年了，没在学校看过这么精彩的节
目。”有的家长甚至买来烟花爆竹，把现场搞得像春
晚一样热闹。

在程风的带领下，北塘小学实现了一个农村教
学点的完美逆袭。2017年下半年开学时，学生增至
120多人；学生成绩从原来的全乡倒数，一跃成为全
乡第一；当初村民不买账，如今纷纷前来表示感
谢。“把孩子交给程校长，我们很放心。因为不论多
晚，我知道她还在学校；不论多忙，我知道她也会上
门家访。”学生家长张晓生说。

在北塘小学的历练，让程风迅速成长，上饶市
“最美教师”“师德标兵”等殊荣，是对她工作的最大
认可。“他们成就了我作为一个老师的幸福，更成就
了我作为一个人的最大幸福。”程风说，这是她生命
中最闪亮的一段日子。

2018年7月，程风再次临危受命，调任莲湖乡
四望湖小学校长，去“拯救”这所拥有 500 余名学
生、同时问题也多的乡村学校。在四望湖小学的一
年里，程风借鉴在北塘小学总结的家访、会演、团队

“三件宝”，推动学校走上规范化办学之路。

担当——改变乡村教育面貌，有
多大力使多大劲

有人问程风：“很多老师都想着往县城调，你干
得这么出色，为啥老是往乡下跑？”“如果大家都不
想留在乡村，这里的孩子怎么办？”程风太了解乡村
百姓的不易，也更能从家长的角度去看待教育、审
视自己。她常说，一个人的力量虽然有限，但有一
份力就得出一份力、尽一份心。

2017 年 5 月，程风有了一个新的身份——母
亲。产前，她没有耽误一节课；产后，她放弃休假，
把襁褓中的孩子带到学校，课间哺乳。今年4月，
她感到身体不适，为了不影响工作，直到放暑假才
去医院住院手术。每当家人担心时，她总是说：“乡
村教师少，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学生耽误不得。”

让程风特别感动的是，家人给予了她最大的支
持。公公婆婆从外地来鄱阳帮她照顾孩子，丈夫谭
智锋在背后默默地支持她的工作。“我开始并不是
特别理解，但当看到程风的付出获得了百姓赞誉，
我觉得这是一名老师价值的最佳体现。”同为教师
的谭智锋也被妻子的言行所感动。

受感动的，更多的是当地百姓。在采访中，程
风和记者前往北塘小学，张建明、周顺英、张老荣等
学生家长得知消息后，纷纷赶到学校将程风团团围
住。“你在哪办学，我们就把孩子转过去”“我们啥都
不认，只认你”“你走的那天，我跟乡里干部求了又
求，让你留下啊”……听着家长的话语，程风背过身
去，抹了好几次眼泪。

“小肩膀担起大梦想！正是因为有许许多多像
程风一样有理想有担当的青年教师，鄱阳教育才焕
发出青春活力！”鄱阳县教体局局长汤飞感叹道。
程风之后，如今游城乡涌现了6位“90后”女校长，
她们工作在各乡村教学点，为乡村教育赓续接力。

从土塘小学到北塘小学，再到四望湖小学，从
山区到湖区，程风一直在乡村，初心不改、使命不
渝。她用智慧和心血努力改变乡村学校的面貌，用
爱和责任为孩子们撑起一片蓝天，用信念和担当写
下人民教师的神圣与荣光！

小肩膀担起大梦想传承文化 创新铸魂 合力兴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