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奉新讯 （记者邹晓华）3 月 2 日，记
者从奉新县森林公安局获悉，经众人接力救
助，一只受伤的白鹤已脱离生命危险，尚在
康复期内。

2 月 9 日 16 时许，奉新县森林公安局接
到奉新县宋埠镇锁石村一杨姓村民报警
称，一只白鹤飞落到自家田边。报警人称，
这只白鹤左脚已断，生命垂危。民警赶到
现场发现，白鹤确实骨折。随后，民警将白
鹤送到奉新县人民医院。医生对白鹤的伤
口细心清洗和包扎，并对其骨折部位进行
了夹板固定。随后，民警又为它喂食水和
小鱼。

经过民警细心照顾，受重伤的白鹤脱离
危险。为了让白鹤早日回归大自然，奉新县
森林公安局主动与江西省林业厅野生动植
物保护管理局联系。2 月 10 日，奉新县公安
局将白鹤移交给救治条件更专业的江西省
野生动植物救护繁育中心，待养好伤后，将
把白鹤放归大自然。

据了解，白鹤又名西伯利亚鹤，是世界
珍禽，也是我国一级保护动物。全世界 90%
以上的白鹤在我省鄱阳湖越冬。

奉新县森林公安局何警官介绍，这只白
鹤体长约 130 厘米，体重约 6500 克。白鹤经
过约 20 天的救治，目前没有生命危险。但
是，伤口受到感染，目前还处于康复期。

本报南昌讯（记者蔡颖辉）连日来，细心
的车主可能注意到，赣江中大道多个交通信
号灯灯杆的右侧多了一块“绿波控制 建议车
速50”的电子屏提示牌。这块提示牌为何意
呢？3月2日，记者就此采访南昌市交管局。

2日上午，记者在赣江中大道上体验了一
回，驾车按指示牌所示的车速前行。从赣江
中大道摩天轮处到南昌广播电视中心，4个路
口果然都是绿灯，时间只用了两分钟。

南昌市交管局科研所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信号灯“绿波”控制是建立在智能交

通控制系统上，根据路段距离和车速合理
规划各路口的绿灯起始时间，让机动车按
规定车速行驶，可以全部绿灯通过干线上
所有信号灯路口。例如，从上一路口到下
一路口，规定车速为每小时50公里，计算车
程需 1 分钟，当上一路口绿灯亮时车辆起
步，1 分钟后到达下一路口，信号灯正好变
成绿灯。不过，如果车主抢道或者超速行
驶，很可能一路遇红灯，反而欲速则不达。
另外，车主若错过第一个绿灯，只要控制车
速，后面路口还可以“一绿到底”。

“当然，这是在正常通行状态下设定
的，如果出现事故或者拥堵，路口的‘绿波’
将中断，其实，‘绿波控制’几年前就在南昌
试点，只是最近才设置了指示牌。”科研所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南昌并非所有路段都适
合设置“绿波”控制。“绿波”控制需要考虑
路口间距、交通流量饱和度、交通流量稳定
性等，且干扰车辆通行因素较少，因此，只
有赣江中大道、红谷中大道两条道路在平
峰时段实现了“绿波”通行。

红谷滩两条道路实现“绿波”通行
按规行车 一路亮绿灯；违规行驶 欲速则不达

白鹤骨折生命垂危
众人接力助其脱险

骨科医生正在给白鹤治疗。
本报记者 邹晓华摄 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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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日上午，在瑞昌市水域码头，72万尾
“四大家鱼”和胭脂鱼鱼苗分批放流长江。当
天零时开始，长江江西段进入为期 4个月的禁
渔期。

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长江江西段禁渔期
开始时间提前了 1个月，禁渔时间也相应延长
了1个月。此举对我省沿江渔民生活会产生何
种改变？对长江渔业资源的恢复又有何影
响？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禁渔首日 放流72万尾鱼苗
入长江

3月 1日，在公证处的监督下，渔政部门向
长江投放鱼苗72万尾。其中，九江市渔政管理
局投放“四大家鱼”冬片约44万尾、胭脂鱼1万
尾，瑞昌市畜牧水产局投放“四大家鱼”冬片约
27万尾。

作为与长江鱼类打交道最多的人群之一，
九江市的九江县、浔阳区、瑞昌、湖口、彭泽等
地的渔民对于长江禁渔的感受更直观。52 岁
的老邓是瑞昌市渔民，从小生长在渔船上的
他，眼见长江里的鱼越来越少、越来越小。提
起长江禁渔，老邓说，禁渔影响生计，不禁渔日
后更捕不到什么鱼。权衡之下，他表示支持

“禁渔”。
据介绍，长江江西段季节性禁渔制度始于

十多年前。虽然长期以来长江渔业资源处于

不断衰退中，但每年禁渔前后的反差很大。
“禁渔期间是很多鱼类产卵的时间，禁渔

数月后，明显能打到更多鱼。”湖口县渔民刘卫
兵说，今年禁捕期增加了1个月，对渔民的影响
较大。禁渔期间，有不少人去外地做短工。

有资料显示，长江生态一直遭遇多方面威
胁。滥捕滥捞、污染加剧、航运活动以及沿江
工程建设等，对生态系统带来了较大影响。上
世纪末以来，长江渔业资源大幅减少，白鳍豚、
白鲟等 5大珍稀水生动物已难得一见，其他水
生动物种群数量亦有所下降。

标本兼治 减缓渔业资源衰退
局面

长江流域禁渔是经国务院批准全流域统
一实施的制度，自 2003年起，每年 2月 1日到 4
月30日，宜昌以上长江流域禁渔；每年4月1日
至 6 月 30 日，宜昌以下长江中下游流域禁渔，
为期 3个月。今年，统一了长江上中下游禁渔
时间，调整后的长江流域禁渔期从 3 月 1 日零
时开始实施，至6月30日24时结束。

据介绍，我省长江段有152公里长，长江江
西段禁渔范围上起瑞昌市马头镇江西岭，下至
彭泽县马垱镇牛矶山水域。我省长江沿岸五
县（区）600余艘渔船将受影响。

今年长江禁渔期为何提前并延长1个月时
间呢？

渔政管理局相关专家介绍，对我国各大江
河渔业资源摸底后发现，3月份是鱼类怀卵期，

4、5、6月是排卵期，过去从 4月开始禁渔，对鱼
类的繁殖保护稍晚。

“往年 3个月禁渔期，是典型的‘保护了妇
女，没有保护儿童’。”专家形象地比喻，今年禁
渔期提前一个月，既能实现长江同步，也符合
自然规律。主要是使禁渔时间与鱼类繁殖规
律更趋一致。4个月的禁渔期基本涵盖了绝大
多数重要鱼类的繁殖期，并兼顾了长江上中下
游鱼类的生物习性。这既有利于保护鱼类，又
有利于全流域产量的提高和渔业资源的自然
补充。

高压态势 三省渔政公安首次
联合执法

长江江西段有鱼类 118 种，贝类 55 种，水
生植物102种，也是国家一、二级水生野生保护
动物白鳍豚、白鲟、中华鲟、江豚、胭脂鱼等主
要栖息区。对长江渔业资源来说，最大危害来
自非法捕捞。

据介绍，今年禁渔期开始前，2 月 26 日上
午，江西九江、安徽安庆和湖北黄冈的渔政行
政执法部门共同签订了《长江赣鄂皖边界水域
渔政机关长航公安局九江分局关于加强渔业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执法合作细
则》，赣鄂皖三省渔政、公安部门首次联合执
法，形成“高压态势”，将更有效地打击涉渔违
法犯罪分子。

“总体看，禁渔是减缓长江渔业资源衰退
的有力措施。加上禁渔期间开展的增殖放流

等活动，对渔业资源保护有一定的治标作用。
但若想治本，还要从改善长江整体的生态环境
入手。”专家说，经过连续十余年努力，长江水
生生态资源得到一定的保护，鱼群增多、产量
增加，群众的禁渔意识也增强了。

“春禁一碗籽，秋收一担鱼。”相关人士称，
禁渔期间，将做到“江中无渔船、水中无渔具、
市场无江鱼”，渔民们将停止所有捕捞作业。
九江市渔政部门将组织执法人员加大重点捕
捞水域检查执法力度，确保禁渔期“人上岸、网
进舱、船入港”。

本报九江讯 （记者杜金存）记者于 3 月 2
日获悉，3 月份，九江市在长江江西段开展

“清江行动”。“清江行动”以属地管理为主，采
取市县联动、部门联动的组织形式开展，九江
市及驻九江市的公安、水利、海事、港口、港航
等多家单位及沿江各县（市、区）共同参与实
施。主要任务是严厉打击各类违法偷采、违
法运砂、非法过驳、违法停泊，违规违法经营
等各类涉砂违法违规行为。“清江行动”将于
本月底结束。

今年提前1个月 我省600余艘渔船靠岸歇业

保护鱼儿“怀宝宝”长江本月起禁渔
首次实行4个月禁渔期制度 与鱼类繁殖规律更趋一致

本报记者 徐黎明 实习生 孙沐雨

长江江西段
启动“清江行动”

本报南昌讯（记者许卓）离夏天虽还有一段
时间，但南昌打响了今年的“蚊子歼灭战”。记者
于3月2日获悉，3月3日起，南昌市各县（区）将统
一开展灭蚊行动。此次行动还将组织发动群众
对家庭内外和周边环境开展集中治理。

为什么要此时就开展灭蚊行动？南昌市
疾控中心病媒生物防制科专家刘仰青告诉记
者，随着气温逐渐回升，越冬蚊虫已开始活动，
如不及时采取有效控制措施，蚊媒密度将很快
上升，登革热和寨卡病毒病等蚊媒传播疾病发
生的风险就会增加。防蚊灭蚊是切断传播途
径、防控蚊媒传播疾病的关键措施。

据了解，蚊子可传播疟疾、乙脑、黄热病、登
革热、基孔肯雅热、寨卡病毒病等多种疾病，其

中登革热和寨卡病毒病主要由埃及伊蚊和白纹
伊蚊传播。从 2007至 2015年的南昌市蚊虫监
测情况看，南昌城区的蚊子主要以致倦库蚊和
白纹伊蚊为主，县区主要以中华按蚊和三带喙
库蚊为主。刘仰青介绍，白纹伊蚊又名“花斑
蚊”，有6条黑白相间的“花腿”，吸血高峰期主要
为日出和日落前后的一至两小时。白纹伊蚊主
要孳生在较洁净的小型积水中，城市的公园花
圃、居室内或居家周围的水桶、盆景、水养瓶、空
调托盘、花盆底碟（托盘）和积水汽车轮胎等蓄
水容器，均可能成为白纹伊蚊良好的孳生地。

疾控专家介绍，孳生地处理是重要基础。
此次统一灭蚊行动，除有专业人员采取专业灭
蚊措施，希望南昌市民积极参与。市民可清除

各种废旧杂物，将房前屋后所有可能积水的瓶
子、水桶、水盆等容器进行彻底清理，将空容器
倒置存放，防止蚊虫孳生；盆景、喷水池、养鱼
池等各种社区室外景观水体要全面清理垃圾
漂浮物，并经常换水；要定期疏通社区内的沟
渠、沙井，排水沟要保持不积水，水井要密封，
下水井盖可使用防蚊贴，定期检查地下室，及
时排除积水，防止蚊虫孳生；要定期疏通居民
楼天台等处排水孔及管道，雨后应及时清疏，
避免积水。

专家还提醒，社区和居民家中可通过以下
途径防蚊：加装纱门纱窗。房间可安装纱门、
纱窗以阻止蚊虫长驱直入，在高发期可用滞留
喷洒的杀虫剂涂抹纱窗；清除孳生地。居民家

中花瓶和水养植物至少每周彻底换水一次，要
彻底清理空调托盘、花盆底碟（托盘儿）积水，
每周检查卫生间和厨房的地漏或更换具有防
渗等功能的安全地漏，保持地漏处无积水，并
时常喷洒杀虫剂，不给蚊子生存空间，垃圾桶
应加盖；正确使用各类卫生杀虫剂：按使用说
明驱蚊灭蚊，将蚊香放在通风处上风向,也可使
用杀虫气雾剂灭蚊。使用杀虫气雾剂时尽量
不要朝衣物、床单、家具、皮肤上直接喷洒，喷
洒前要收藏好食品和餐具，喷洒完毕后最好关
闭门窗半小时到 1小时，然后再开窗通风。在
家中使用杀虫气雾剂时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
让婴幼儿接触，如果不慎将药液喷到皮肤上，
要及时清洗。

气温渐升 越冬蚊虫开始活动

南昌今起打响“蚊子歼灭战”
城区主要有致倦库蚊和白纹伊蚊 应及时清除蚊虫孳生地

今日多云天
明起雨水来

本报南昌讯（记者徐黎明）进入3
月，冷空气活动频繁。本周五开始，南
昌将迎短暂雨水。

洪城在晴好的天气里进入 3 月，
气温节节攀升，最高气温连续多日突
破20℃，各色鲜花竞相绽放，迎来赏花
佳期。专家建议，市民赏花时，不要用
口唇、鼻子及面部直接与花朵或树叶
接触，以免过敏。4 日起，受高空低槽
东移影响，南昌有雨水光临。

3 日，南昌晴转多云，气温 11℃～
24℃ ；4 日，阵雨转阴，气温 14℃ ～
22℃；5 日，多云转小雨，气温 14℃～
19℃。

3 月

1日，婺源县紫阳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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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每年解决3000名以上
职工生产生活困难

本报南昌讯 （记者余红举）3 月 2 日，记
者从南昌市了解到，该市今年将在全市工会
组织中开展扶贫助困对接活动，今后每年为
3000名以上职工解决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据了解，南昌市各级工会将按照依档帮
扶、分类救助、实名发放、动态管理的原则，明
确全市困难职工识别标准、方法和程序，建立
市、县(区)、乡镇(街道)、社区(企业)四级统一
的困难职工档案管理机制，并实现动态管理，
每年更新。同时，组织市直机关和机关干部
与企业及职工开展“群帮群”结对活动，每年
为3000名以上职工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困难。

南昌部分路段将交通管制
本报南昌讯 （记者蔡颖辉、万仁辉）3月

2日，记者获悉，为确保南昌市省图南路维修
施工顺利进行，南昌市将对相关道路实行交
通管制措施。

据了解，3 月 6 日至 5 月 20 日，省图南路
的洪都大道口（不含）至文教路（不含）禁止机
动车通行。同时，3 月 6 日至 5 月 20 日，文教
路的省图南路口至南京西路口段调整为双向
通行。

吉安出台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本报吉安讯 （记者杜金存）3 月 2 日，记

者获悉，吉安市已出台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以下简称为预案），并于 3 月份正式实施。
今后，当市区空气质量指数达到重度及以上
污染时，将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及时向公众发
布预警，分级采取健康防护、建议性污染减排
和强制性污染减排等应急措施。

根据预案，重污染天气预警分为三级，一
级（红色）预警为最高级别。其中，三级（黄
色）预警为重度污染，即区域内空气质量指数
（AQI）在 201 到 300 之间，且气象预报未来 2
天仍将维持不利气象条件；二级（橙色）预警
为严重污染，即区域内空气质量指数（AQI）
在301到500之间，且气象预报未来两天仍将
维持不利气象条件；一级（红色）预警为极重
污染，即区域内空气质量指数（AQI）大于
500，且气象预报未来两天仍将维持不利气象
条件。当区域内连续 3 天空气质量指数
（AQI）低于200时，该市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
协调小组确认后发布预警调整的信息直至解
除预警，转入正常工作。

该预案规定，当市区空气质量指数达到
重度及以上污染时，将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及
时向公众发布预警，分级采取健康防护、建议
性污染减排和强制性污染减排等应急措施。
一级预警由市长召集市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
协调小组成员单位共同会商确认后，由市政
府发布红色预警。

儿子毒瘾发作
父亲疑其患精神病

本报永丰讯（记者邹晓华 通讯员刘小
芳）2月 29日 8时，永丰县佐龙派出所接到佐
龙乡瑶上村民钟某报警，近来他儿子经常突然
发疯，乱骂人砸东西，有时甚至还打人，请求派
出所援助，将其送至精神病医院治疗。民警赶
到现场发现，原来钟某儿子是毒瘾发作。

民警在钟某家看到，不少家具被砸。钟
某对民警说，他儿子从去年底开始，突然几天
不睡，还乱骂人，不知他是否患有精神病，实
在没办法才向派出所求助。

民警立即把钟某某传唤到派出所，经尿
检，钟某某尿样呈阳性。在证据面前，钟某某
承认了在县城某宾馆吸食冰毒的违法事实。
目前，钟某某因涉嫌吸毒被永丰警方依法行
政拘留。

未成年人走进敬老院学雷锋
本报南昌讯（记者许卓）“学雷锋日”到

来前夕，南昌市东湖区五纬路社区组织青桥
学校师生代表共三十余人开展了以“我奉献、
我快乐”为主题的学雷锋志愿服务主题实践
活动。3月2日，孩子们用压岁钱，买了牛奶、
饼干走进辖区的一家敬老院，给老人们唱歌、
按摩、剪指甲，并陪他们聊天。随后，社区工
作人员又带学生到辖区捡拾垃圾、清洁休闲
长廊、为小树浇水……

五纬路社区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活动
结束后，青桥学校的孩子表示，让别人快乐的
同时，自己也收获了快乐。今后，该社区还将
长期开展形式多样的学雷锋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