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抢夺司机方向盘，依法批准逮捕。近日，南昌市
东湖区检察院发布消息称，两名近期在省城公交车
上闹事的犯罪嫌疑人，因行为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
公共安全罪，分别被依法批准逮捕。

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去年11月至今，我省已
发生5起“车闹”事件，5名犯罪嫌疑人均被检察机关
批准逮捕，其中两人已被判刑。

今年两起“车闹”起因各不同
记者从南昌公交集团公司了解到，今年以来，南

昌共发生两起“车闹”事件。
3月 15日 7时许，一辆 221路公交车行驶至春晖

路口与丰和大道交叉路口时，乘客熊某因司机未理
会其站点外停车要求，抢夺公交车方向盘，并用手抓
司机脸部。司机及时停车报警。

另外一起“车闹”事件发生在820路公交车上。3
月18日9时许，乘客雷某起初坐在驾驶室后方座位，
将脚顶在驾驶座椅靠背上，影响司机驾驶。在司机

多次劝说后，雷某起身换了座位，但与司机之间的口
角并未停止。当公交车行驶至英雄大桥匝道处时，
雷某突然起身冲向驾驶室，用双手抢夺方向盘。司
机紧急刹车，一名乘客身体失去平衡摔倒受伤。其
他乘客见状赶忙进行劝阻，并将雷某控制住。

南昌市东湖区检察院发布的信息称，两人抢夺
行驶中的公交车方向盘，严重扰乱公共交通秩序，对
车上乘客和其他交通参与者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
重威胁，其行为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遂
依法作出批准逮捕决定。

已有3人因抢方向盘被告上法庭
今年1月，最高检、最高法、公安部专门联合出台

了《关于依法惩治妨害公共交通工具安全驾驶违法
犯罪行为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指
导意见》中明确指出，对于乘客实施“抢夺方向盘、变
速杆等操纵装置，殴打、拉拽驾驶人员”等具有高度
危险性的妨害安全驾驶行为的，按以危险方法危害
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并强调即使尚未造成严重后
果，一般也不得适用缓刑。

在这之前，公交车上的此类纠纷往往处罚较
轻，相关责任人大多只是被批评、罚款，或行政拘留
处理。《指导意见》出台后，全国各地打击力度明显
加大。去年底以来，我省已有 3 名“车闹”嫌疑人被
告上法庭，其中两起案件已宣判。去年 11 月 2 日和
12 月 9 日，在新余和婺源发生 2 起抢夺公交方向盘
事件，两名闹事乘客均因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
安全罪获刑。其中，新余男子邓某获刑 6个月，婺源
男子胡某获刑 3年。此外，去年 11月 6日，南昌市一
名乘客徐某在乘坐 838 路公交车（师大二桥至滁槎
方向）时，要求在站台外下车未果，遂辱骂、推搡司
机。公交车紧急刹车，导致车上一名乘客摔伤。目
前，该案今年 3月在南昌市高新区法院开庭审理，将
择期宣判。

我省将推广公交车安全门
“发生‘车闹’事件，公交司机一定要优先保护乘

客安全，尽量做到不伤害他人，不被他人伤害。”南昌
公交集团公司保卫处负责人张宁琦介绍，为了保证
公交安全运行，该公司提出了“两先三个一”的处置
原则，即先人后己，先人后物，第一时间停车，第一时
间疏散，第一时间报警。此外，该公司还对所有在岗
司机进行定期安全培训、普法教育和应急演练。对
一些应急处置得当的司机，还给予适当奖励。

据了解，为更好地保障公交安全运行，今年1月，
省安委会出台《关于加强公交车行驶安全和桥梁防
护工作的实施意见》，要求根据相关标准，在我省公
交车推广驾驶区域安全防护隔离设施。省运管局乘
客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按照要求，明年底前全省
公交车都应完成安全隔离设施安装工作。

4 月 11 日，记者在南昌 227 路公交车上看到，驾
驶室已安装好了半封闭的安全门，乘客很难直接从
门外干扰司机驾驶，而司机可以透过玻璃看到车厢
内的情况。南昌公交集团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今
后将根据试运行的效果，择机在全市公交车辆上进
行推广。

减少、杜绝“车闹”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需要
全社会的努力。一些受访的业内人员表示，除了增
加公交车的安全防护设施外，加强宣传、提升乘客安
全意识，同时，公交部门加强对司乘人员管理，继续
提升服务水平，也十分必要。

去年11月以来，已有5人被批捕，其中两人获刑

打击公交“车闹”，江西在行动
我省将推广公交车安全门

本报记者 朱 华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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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湖岸带旺沿线人气
4月3日，记者登上被游客称为“水上长城”的

余干县康山大堤，大堤外是烟波浩渺的鄱阳湖。
大堤顶路面焕然一新，双向两车道可以快速通行，
路边有观鸟亭，大堤内还有成片的金黄油菜花。

“这条路修好了，进行了整治，不仅方便了滨
湖沿线村民回家，也让游客前来游玩更加便利。”
从南昌来康山大堤江豚湾观赏江豚的游客陈先生
告诉记者，以前康山大堤的路不宽敞，也很破烂，
现在这条路修好了，而且与昌万公路、德昌高速相
通，到南昌很方便。

余干渔政执法大队队长罗来昌告诉记者，近
年来，余干县不断加大对鄱阳湖水域非法捕捞打
击力度，严禁采砂等破坏鄱阳湖生态行为，在环湖
重点区域全面推行人放天养及封洲禁牧措施，有
效保护了鄱阳湖。同时，余干县还对沿湖进行了
规划，如重点规划建设游步道、观景平台、生态码
头等。

“路好走了，鄱阳湖岸上美了，来的人自然就
多了，店里生意红火。”在瑞洪镇开酒店的村民张
师傅告诉记者，大家对未来充满信心，相信人气旺
一定会带来财气旺。

打鄱阳湖牌，乌鱼端上欧美餐桌
鄱阳湖畔得天独厚的水资源优势，让余干县

滨湖沿线村民做足了特色水产养殖文章，吃上了
“生态饭”。

“我们村有300多户1500多人，均属于渔业大

队，祖祖辈辈在鄱阳湖捕捞鱼虾，为了保护鄱阳湖
生态，我们全村收网上岸。”瑞洪镇洪湖社区居委
会负责人刘光明告诉记者，现在村民开始转产转
业，搞起了乌鱼、鲈鱼等鱼类养殖。

鄱阳湖瑞洪镇渔业大队的章九祥告诉记者，
自己以前是捕捞能手，现在转变为养殖大户。章
九祥说：“我们主打生态鄱阳湖牌，投喂小鱼、小虾
等鲜活饵料，不喂饲料，走规模化、特色化的现代
渔业路子，乌鱼全部出口到欧美市场。”据悉，瑞洪
有全国最大的乌鱼养殖基地，该基地出产的“鄱湖
牌”乌鱼已成功申报国家“绿标”，十分畅销。

养殖户甘能平也是特色水产养殖受益者。“我
承包了500亩稻田，养小龙虾，现在每斤能卖40多
元。”在康山大堤观光长廊一稻虾共作基地，甘能
平告诉记者，这里的小龙虾由于打上“生态鄱阳
湖”牌，身价比其他地方更高。

候鸟、江豚、蓼子花成生态财富
记者在余干县滨湖沿线采访时发现，虽然目

前还不是观赏江豚的最佳时节，但是在江豚湾，依
然有不少游客慕名而来。

江豚湾，地处鄱阳湖余干县康山大堤水域，是
赣江、信江、抚河的三江交汇处，水质条件良好，食
料多，是每年江豚往来鄱阳湖必经之地，也是观
赏、拍摄江豚的绝佳场所。

“江豚湾启动了田园鄱阳湖景区观赏江豚活
动，把当地渔民培训为引导游客观豚的服务人员，
向公众传播江豚保护知识。”袁雄江告诉记者，江
豚水中觅食嬉戏的画面成为该水域一道亮丽的风

景线，也成了当地旅游的一张名片。
不仅有江豚，余干县鄱阳湖滨湖沿线还有其

他“旅游名片”，比如蓼子花。
“2017年，蓼子花盛开期间，共吸引全国40万

游客慕名前来观赏，沿湖乡村农家乐每日爆满，带
动当地群众人均增收近万元，实现旅游综合收入近
5000万元。”余干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旅游局副局
长蔡美芳表示，碧绿的草洲、栖息的候鸟、白色的芦
苇等都是美丽的风景，成了当地的生态财富。

当地政府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旅游发展优
势，投资 10 亿元，在滨湖沿线实施了鄱阳湖田园
综合体、忠臣庙景区、开湖节大舞台等项目建设；
投资8亿元建成了康山旅游公路、昌岭旅游公路、
湖光田园健身赛道等项目。

省科学院生物资源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戴
年华认为，余干县大力发展旅游经济，让滨湖沿线
村民获得生态红利，生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绿水青山既是
自然财富、生态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
济财富。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自然价
值和增值自然资本，就是保护经济社会
发展潜力和后劲，使绿水青山持续发挥
生态效益和经济社会效益。”本报今日起
推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系列报
道，集中反映江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加快
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努力打造美
丽中国“江西样板”所取得的实践成果。
通过深入一线采访，聚焦各地如何统筹
协调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
系，讲好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富民
的绿色发展故事，更加坚定人们走绿色
发展道路的信心。

此组报道我们还顺应新闻传播方
式变化、媒体融合发展趋势，对报道形
式进行了创新。每一篇报道，我们均
在报纸上采用“文字+图片+二维码”
形式呈现，在江西新闻客户端采用“文
字+图片+短视频”形式呈现，读者可
以扫描每篇报道的二维码观看相关短
视频。

开
栏
的
话

“每到周末，来鄱阳湖畔康山乡畅游忠
臣庙的游客络绎不绝，现在我们不到鄱阳湖
里捕鱼了，有的上岸开酒店，有的从事生态
养殖。”余干县康山乡村民袁雄江说，“鄱阳
湖美了，钱袋子鼓了。”闲暇之余，他还加入
了志愿保护江豚的行列。

从“要我保护”到“我要保护”，袁雄江的
亲身经历，恰恰是余干县鄱阳湖滨湖沿线村
民环境保护意识转变的一个缩影。余干县
的瑞洪、康山、大塘、乌泥等十余个乡镇毗邻
鄱阳湖，近年来，为了保护鄱阳湖，渔民纷纷
收网上岸。

候鸟、江豚、蓼子花带来生态红利

“鄱阳湖美了，钱袋子鼓了”
——余干滨湖沿线村民守护一湖水走出致富新路

本报记者 洪怀峰

余干县滨湖沿线美景。 本报记者 梁振堂摄

相关图文及视频报道请扫二维码

南昌227路公交车已安装安全门。

本报讯 （记者钟秋兰）人间四月
芳菲尽，勒布杜鹃始盛开。 4 月 12
日，由西藏山南市人民政府主办的
2019 勒布沟杜鹃花节发布会暨山南
旅游推介会在南昌举行，向江西人民
吆喝美景。

山南素有“藏民族之宗、藏文化之
源”的美名，是西藏文明滥觞之地；勒
布沟是西藏著名诗人仓央嘉措的故
乡，素有“离拉萨最近的高原天然氧

吧”之美誉。杜鹃花是勒布沟的“花
中西施”，也是当地门巴族心中纯洁
高雅、奇芳绝艳、寄托思情的爱情
花。5 月 20 日，西藏山南将举办勒布
沟杜鹃花旅游文化节，本次推介会是
山南旅游首次在我省正式亮相，旨在
让更多的人走进山南，了解错那县勒
布沟原生态美景和独具特色的门巴
文化，不断推动南昌、山南两地客源
互送。

西藏山南来昌吆喝美景

本报南丰讯 （记者温凡、李耀文）
记者获悉，4 月 13 日，南丰县曾巩纪念
馆正式开馆迎客。来自山东、福建等
地从事曾巩研究的专家、学者，以及曾
巩曾经任职地代表、当地群众等近千
人成为首批参观者。

曾巩纪念馆总建筑面积5700平方

米，陈展面积 5000 平方米，展线 360 余
米。从曾巩家世、耕读、仕进、文杰和
传承五个方面，采用声、光、电先进手
段，全面展现了“唐宋八大家”之一的
曾巩为人、为事、为官、为文不平凡的
一生，是一座集纪念、研究、游览、休闲
互动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场馆。

南丰曾巩纪念馆开馆

▶4月13日，新干县
民间文艺演出组正在该
县水路坑村表演古装戏
《三女拜寿》。新干县把
文化小康建设与美丽乡
村和乡风文明建设结合
起来，每年组织文化工作
者开展送戏下乡等活动。

通讯员 李福孙摄

◀4 月 7 日
晚，万年县陈营
镇 石 李 村 人 头
攒 动 ，锣 鼓 喧
天，精彩纷呈的
戏剧表演让村民
过足了戏瘾。

本报记者
洪子波摄

“感谢民警，感谢乡、村干部
和好心的村民，如果不是他们，
后果不堪设想。”4 月 14 日，兴国
县鼎龙乡湖溪村村民张贤荣激
动地说。4 月 13 日，张贤荣驾车
和妻子在运送装修材料路上突
遇山洪，洪水将张贤荣的车子
冲入河中。危急时刻 ，兴 国 县
鼎 龙 派 出 所 民 警以及乡、村干
部赶到现场，用铲车、梯子、钢
丝绳等工具，将张贤荣和他的妻
子救出。

山洪暴发小车被冲
入河中

4月13日，张贤荣开车给贫困
户运送装修材料。

当时，天下着大雨，张贤荣在
经过鼎龙乡湖溪村化角形村小组
一座桥时，发现因河道水位上涨，
桥已经被河水漫过。“我平时经常
经过这座桥，路况比较熟悉，没想
到却发生了意外，车子被冲入河
中。”张贤荣说。

虽然桥下水浅，但由于山洪
暴发，河水很急，车子冲入河中
时，河水漫过了引擎盖。张贤荣
赶紧拿出手机报警并等待救援。

警民联手成功将被
困者救出

“接到报警后，我立即和同事
赶往现场。”兴国县鼎龙派出所所
长陈兴魁向记者介绍了当时的
救人经过。“我一边在电话中安
慰被困者不要慌，一边坐上警车
往现场赶。警车上面有专门的
救援设备。”

民警赶到现场发现，车子已
经被冲至河中间。当时，车子是
在河水较浅处，下面就是深水区，
如果不及时营救，一旦冲入深水
区就危险了。此时，一名民警绑
上安全绳，脱掉鞋子跳进河中，用
钢丝绳固定好车子。湖溪村的村
民，有的开来铲车，有的扛来了楼
梯。大约半个小时，张贤荣和他
的妻子成功被救出。

山洪暴发，小车被冲下河，一对夫妻被困

警民联手救出被困者
本报记者 邹晓华

兴国县警民联手用铲车将被困者救出。 （兴国警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