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28日，游客在德兴市一水上乐园游泳解暑。
特约通讯员 卓忠伟摄

近段时间的持续高温，让我省进入酷热天气，游泳成为群众
首选的消暑运动。

▲7月27日，在南昌市湾里区的一游泳场，众多市民在此戏
水纳凉。 通讯员 鲍赣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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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新职业 充电桩巡护员之

本报南昌讯（记者蔡颖辉）不管
风里雨里，每天奔波 80公里，只为守
护每一根充电桩，让新能源车跑得更
快更远，让空气更加清新干净，这就
是充电桩巡护员熊学海的日常工作
与努力的方向。

今年 39岁的熊学海做过很多工
作，从书店管理员到办公设备销售，
直到2年前，进入江西美森新能源公
司从事充电桩巡护工作。

“以前的工作，没有太多专业技
能，而现在这份工作，需要考电工证，
还要懂电脑知识，最重要的是，巡护
充电桩不仅能为新能源汽车服务，还
能保护环境，让我们的家园环境更加
美好。”熊学海说。

记者见到熊学海时，他正在南昌
市西湖区朝阳洲北路的充电桩旁排
除故障。“通过后台可以发现哪里的

充电桩有故障，就要立即赶过去处
理。”熊学海介绍，公司的充电站分布
在南昌市高新区、西湖区、青山湖区、
青云谱区，南昌县象湖新城，他每天
都要背着十余公斤重的包，在这些充
电站间来回奔波，每天骑电动自行车
最少要跑 80 公里。除了排查故障，
司机充电后没有把充电枪放回原位，
充电线没有缠绕好，都是熊学海日常
工作中要解决的问题。一把充电枪
重约 15 公斤，而他每天至少要搬放
200次充电枪。

“这两年确实很辛苦，人也晒黑了
不少，但我感觉比以前的工作有意思
多了。”熊学海说，每当看到街头的新
能源车越来越多，他心里都会涌起一
股自豪感。“希望新能源车越来越多，
燃油车越来越少，哪怕充电桩再多，工
作再繁重，我也觉得很自豪很高兴。”

“大家都说说想法，有什么问题和
建议。”年近半百的黄小付站在村里那
棵3个大人才能合抱的老樟树下，冲着
30多个村民代表扯着嗓子喊。

作为上栗县赤山镇幕冲村村支
书，黄小付从 2016 年开始，经常召开
这样的“屋场贴心会”，领导、组织、发
动群众解决村里的发展问题。而这一
天“贴心会”的主题是要不要在第四、
第五村民小组居住的巨溪河边搞“小
吃一条街”。

搁在几年前，可不会有这样开会的
光景。那会儿幕冲村的年轻人多外出
务工，田地荒芜，很少有人操心村集体
的事，老樟树下只有孤独的树影来来

去去。
2017 年初，在村两委的推动下，8

名村民发起成立幕冲金丝皇菊种植合
作社，将土地流转，两年来全村 712 户
纳入了合作社，村民慢慢回流。

金丝皇菊 100 亩、荷花 60 亩、水果
玉米 30 亩、百香果 10 亩……一畦一畦
的作物，让这里花开四季、果结常年，曾
经偏僻破落的小山村成了城里人羡慕
的美好田园。

黄小付现在的微信名叫“美好生
活”。

“我们如果始终把带领百姓过好日
子的初心放在田间地头，和百姓心连心
一起想事情、做实事，‘初心’贴‘民心’，

生活不美好都难！”
老樟树下，“头脑风暴”在继续。

“我想做事，但不知做什么，每家每
户卖不同的产品才好。”35岁的许辉萍
之前在外打工。

“我们可以搞农产品加工，红薯干、
萝卜干。大家还记得吗，前年有人做的
传统爆米花被游客抢购一空。”黄小付
说完，几个坐在角落里拿着蒲扇的村民
挪了挪凳子，靠拢了过来。

四组、五组居住的区域是全村的中
心地带。放眼望去，巨溪河两岸绿树成
荫，河水清澈见底，不远处连片荷花竞
相开放。

“巨溪河就是个宝，河边垂钓、烧

烤，河里搞些游船，游客不想留下来才
怪。”41岁的林小钦说。他在村民眼里

“脑子灵活”，在镇里入股了 3 家大药
房，每年收入不少于10万元。

“总之有一条，不能污染环境。”黄
小付大声说。去年，县里拨了专项资
金，建设污水处理工程，幕冲村因此
受益。

“人多了，价格要合理，千万不能宰
客。”“把自家二楼三楼都腾出来，搞民
宿。”村民们逐渐兴奋起来。

“还要增加公厕。”不知谁大声嚷了
一句，引来一片笑声，震得老樟树树叶
沙沙响。

（新华社记者 胡振华、熊丰、郭强）

老樟树下，“初心”贴“民心”

“胡剑英不仅是村里有名的热
心人，也是我们村公认的致富带头
人。”7月27日，南昌县塘南镇北联村
村民跟记者说起胡剑英，打心眼里
感激。

北联村属鄱阳湖滨湖地区,土地
广袤、水面宽阔。曾经，当地农民只
晓得种田，乡亲们收入增长缓慢。
而前几年胡剑英不走寻常路，筹资
12 万元，在村后的池塘边圈养了
3000 羽蛋鸭，当年就盈利 3 万多元。
村民看到胡剑英赚了钱，纷纷找他，
要求加入养殖队伍。胡剑英二话不
说，决定带着大家一起干。

胡剑英不仅毫无保留地把养
殖技术传授给村民，还组织他们
到外地“取经”，通过立体养殖，实
现养殖业的市场化运营。如今在
北联村，养殖户已发展到百余户，
村内水中有鱼、水面养鸭，实现了
传统庭院经济与新型养殖业的结
合。全村仅养殖业这一项，年增
收 180 万元。

前两年，热心的胡剑英被选为
南昌县人大代表，这下他更忙了：

“胡代表，村里变压器倒塌损坏了，
要尽快更换呀。”“胡代表，村里的那

条路坑坑洼洼，都通不了车，帮我们
想想办法呀。”……对于这些来访群
众反映的问题，胡剑英都认真听取，
一一记录在册。

胡剑英热衷于公益事业在村里
出了名。邻里之间，谁家遇上点小
困难、小麻烦，从交电费，到生病取
药，只要招呼一声，他都跑前跑后，
竭尽所能全力帮助。他义务帮助孤
寡老人陆仁花、低保户李香国，出钱
又出力；他主动对接，帮助精准扶贫
对象张根水解决就业问题……

去年隆冬的一个深夜，村民肖
三连突发肝破裂，生命危在旦夕。
村民打电话向胡剑英求救，他一边
联系镇中心卫生院，一边打车，以最
快的速度把肖三连送往医院抢救。
肖三连康复后，紧紧地握住胡剑英
的手，连声感谢：“是您给了我第二
次生命。”

“这是生养我们的地方，大家都
是亲戚邻居，我愿意为他们多做点
事。”胡剑英的话质朴又真诚。

本报进贤讯 （通讯员周伟平）
7月23日，在进贤县汇阳小区东苑改
造现场，工人们正顶着烈日喷涂外
墙漆、安装马头墙。该小区改造工
程于今年5月份启动，目前已完成超
三分之一的工程量。

据悉，汇阳小区东苑有房屋
14 栋，约 408 户住户。该小区配套
设施陈旧、落后，环境脏乱差，影
响了居民的正常生活。为深入推
进“美丽南昌·魅力进贤·幸福家
园”环境综合整治，不断改善人民
群众居住环境，提升城市形象和

品位，进贤县投资 2800 万元对该
小区进行改造提升。改造内容主
要包括下水道“阻改通”、道路“白
改黑”、景观“绿改彩”、防盗窗“凸
改平”、建筑立面“面改美”，同时
完善小区服务功能等，整个改造
工程预计到今年年底完成。“我们
这个小区环境比较差，基础设施
不完善，早就盼着改造了，感谢党
和政府为我们老百姓着想。改造
期间，虽然生活有点不便，但我们
都非常理解和支持。”汇阳小区居
民吴先生说。

进贤改造老旧社区

本报遂川讯 （通讯员刘仁伟、
肖梅梅、刘祖刚）遂川县在开展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清洁村庄行动中，立
足打好攻坚战，整体推进，精准发
力，环境大为改善，面貌焕然一新。

该县建成了城乡环卫一体化
的生活垃圾收运治理体系。推行

“户分类—村收集—乡镇转运—县
处理”，所有农村生活垃圾统一转
运到县垃圾填埋场规范填埋。通
过向社会购买服务方式，公开竞标

引进了劲旅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对
乡村环境卫生开展全方位整治。
同时，完善设施，建强队伍，先后购
置公共垃圾桶 28073 个，户均两个
垃圾分类桶，建成投用乡镇垃圾压
缩中转站 5 个、普通中转站 14 个，
规范化垃圾填埋场 1 座。制定了
县、乡、村、组四级保洁制度，把农
村垃圾治理工作纳入了村规民约，
目前全县共有农村保洁员 1854 人，
占农村人口的 3.7‰。

遂川村庄集体“洗脸”

7月28日，铜鼓县三都镇理溪村的富硒黄桃产业基地，游客正在挑
选黄桃。理溪村凭借富硒土壤资源，吸引客商种植黄桃大苗200亩，今
年有60余亩黄桃挂果，亩产达2000公斤。 本报记者 曹诚平摄

守好充电桩 保障市民绿色出行

▶熊学海将没归位的充电枪放回原位。 本报记者 蔡颖辉摄

热心人胡剑英二三事
本报记者 余红举 实习生 傅平凡

本报泰和讯 （通讯员肖莉华、
陈红梅）日前，泰和县医保局对辖区
内 34 家定点医疗机构开展突击稽
核，对 8 家定点医院下达整改通知
书，最高拒付违规费用36.44万元。

今年以来，该县加强对医疗机
构的稽核监管力度，强化智能稽核

与实地稽核相结合，重点核查定点
医疗机构是否存在滥检查、挂床住
院等恶意骗取医保基金行为。利用
网络智能审核系统，对参保人员的
住院信息等情况进行现场核查，一
旦发现问题及时下达整改通知书，
同时拒付违规费用。

泰和重拳整治定点医疗机构违规行为

“感谢民警，感谢救援队，感谢各位
好心人的帮助。”7 月 29 日 10 时许，张
满秀老人的家属给宁都县公安局东韶
派出所民警送来锦旗表示感谢。

7月21日，68岁的张满秀到凌云山
祈福。在下山返程途中，张满秀和同伴
走失，老人家属马上报警。接到报警
后，宁都县警方、东韶乡政府工作人员、
救援队、志愿者、永丰县中村乡政府工
作人员、永丰县警方和群众 300余人上
山搜救。经过三天三夜搜救，在凌云山
下的一个水电站发现张满秀。

7月28日，记者联系上宁都县公安
局东韶派出所所长谢亦锋，他向记者讲
述了救援的经过。“7月21日下午，接到
群众报警称有老人在凌云山走失。家
属已经上山寻找，但是一直没有找到。
天色渐晚，家属非常着急。”谢亦锋说。
凌云山，海拔 1454 米，宁都县最高山
峰。山高林密，沟壑纵横，再加上路滑
雾气大，搜救人员当天没有找到张满
秀。为了尽快找到张满秀，当地警方向
救援组织发出求助信息。同时，宁都县
公安局派出特巡警大队增援。宁都县

蓝天救援队、宁都县雄鹰救援队等救援
组织也派出人员和民警上山搜寻。

7月 22日 13时许，通过手机定位，
显示老人正位于宁都县黄陂镇白竹背
村附近，离凌云山直线距离 25 公里。
救援人员赶到显示的定位地点，通过与
老人电话沟通，得知在她可视范围内可
以看到巨大的风力发电机叶片。搜救
人员发现白竹背村看不到风力发电机，
由此判断手机定位可能错误。随后，救
援人员前往永丰县中村乡，准备从中村
乡开车上凌云山搜救。参与搜救的宁

都县雄鹰救援队队员告诉记者，联合搜
寻队分成 8 个小组，一边敲锣喊话，一
边拉网式搜寻。经过三天三夜的搜寻，
7 月 24 日 13 时多，在山下的一个水电
站找到了张满秀。随后，救援队员和民
警护送老人到医院检查。

据了解，张满秀下山迷路后，手机
信号时断时续，她曾经与儿子通过电
话，后因手机没电又失去了联系。这三
天靠着山上的泉水和野果维持生命。
幸运的是老人身体并无大碍，只有少许
皮外伤。

六旬老人深山迷路三天三夜

警民合力上演“生死营救”
本报记者 邹晓华

7月24日，兴国县杰村乡含田果蔬基地，游客正在采摘鹰嘴
桃。近年来，兴国县通过“产业+旅游”等模式，为乡村增加了人气，
为群众增加了收入。 通讯员 张昌祯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