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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时节，漫步在萍乡市安源区
安源河生态湿地公园，清凌凌的水、蓝
莹莹的天、绿油油的树，赏心悦目。安
源河曾经是一条黑水横流、臭气熏人
的“脏河”，近年来，安源区投入巨资，
通过截污、活源、治堤、清淤，新建人工
湿地、实施绿化美化工程、打造沿河景
观带等措施，对安源河黑臭水体进行
综合治理，使得这条被沿河居民戏称
为“黑泥鳅”的河流彻底“整了容”“美
了颜”，变成一条粉蝶翩飞、鱼翔浅底
的景观河，不但成为市民休闲游玩的
好去处，还为村民打通了一条增收致
富路。

百年“黑泥鳅”变成景观带

安源是中国近代工业采煤较早
的地区之一，素有“江南煤都”之称，
由于早期的不合理开采，严重破坏了
当地的生态环境。长期以来，由于采
矿场、洗煤厂的工业废水、生活污水
随意排放，安源河一直污染严重，成
为劣五类水体，鱼虾绝迹，付出了沉
重的生态代价。“从我记事起，安源河
就一直是黑的。一下大雨，就黑水横
流，时间一长，两边的田地都变黑了。”
今年 61 岁的安源镇安源村村民罗时
文说。

2017 年，安源区投入 6000 万元，
对安源河进行综合治理，关停了 11家
采矿厂，对河道进行全面清淤，建起了
日处理能力达 1500吨的污水处理厂，
铺设了 20多公里的污水管网，所有工
业和生活污水必须经污水管网送至污
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才能排放。

在保持河道自然特性的基础上，
安源区还投入 400多万元改善河道及
周边生态环境，对安源河两岸进行整
体规划改造，修建了 1.5 公里的游步
道，游步道上规划建设了樱花景观
带、枇杷采摘带、四季赏花带、特色垂
钓点、荷花池、月季花墙等特色观

光区。
经过两年多的精心治理，如今，安

源河水清了、草绿了、鱼多了，一个环
境优美的生态湿地公园呈现在市民面
前。“过去，我们村被黑水、煤渣、灰尘
包围，现在，家门口变成了公园，我每
天都会到河边散散步。看着清澈的河
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穿行在繁花绿
树间，惬意极了！”安源村村民张庆宇
开心地说。

治理一条黑水河 打通
一条致富路

百年“煤都”又现清水河，昔日的
“臭水沟”，如今又成了“香饽饽”。环
境变好了，安源村的发展机遇也来
了。过去，由于环境污染严重，重金属
超标，安源河沿河数千亩土地无法耕
种。安源河被打造成生态景观河后，
安源村将河两岸的土地利用起来，打
造成一个集生产、休闲、康养、研学于
一体的“七彩安源”都市生态农业体验
园。“这个项目采取‘党建+合作社+农
户’的方式，将安源村 100多亩土地通
过流转的形式集中到村里，重点发展
具有安源红色基因特色的生态体验农
业和观光休闲农业，预计每年可吸引
约 3 万名中小学生研学和 5 万名市民
前来休闲游玩，还可向市场提供无公
害蔬菜、瓜果等农产品，解决村民就
业，带动全村人致富。”安源村支书温
泉对记者说。

走进安源村的淘宝小屋，村民们
正在忙着接单、发货。这个淘宝小屋
将村民的农产品收集起来，统一进行
包装后线上销售，同时根据市场需求，
承接机关、企事业单位、义乌小商品城
等的订单，组织贫困户进行加工生产，
助力他们致富奔小康。

“只有水质好起来，环境美起来，
产业才能发展起来，老百姓才能富起
来，幸福指数才能高起来。安源河的
治理之路，为我们今后如何保护环境、
发展经济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安源
区安源镇组织委员金伟新说。

5 月 16 日，一场雨水让婺源县赋
春镇巡检司村更加明净，粉墙黛瓦、石
板桥、古驿道，以及清澈的溪水和云雾
笼罩的葱茏山林，勾勒出一幅令人惊
艳的烟雨江南水墨画。

当天，一场以融媒体直播为形式
的《美好生活与乡村绿色发展》主题对
话会在该村望山生活馆展开，访问量
破百万次。他们要给来自北京大学建
筑与景观设计学院教授俞孔坚和他的
团队点赞。

4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俞孔坚
教授来到赋春镇，巡检司这个充满历
史韵味的古村名字深深吸引了他。走
进一看，村庄古朴素雅，加上保护完好

的山水资源，让俞孔坚陶醉其中。但
村里几栋已经倒塌和十多栋濒临倒塌
的老房子，以及村民生活并不富裕的
境地，又让深耕建筑与景观设计行业
多年的俞孔坚有了利用自己特长改变
山村的念头。

“我的初心以及品牌价值观，就是
通过对环境的保护与对原生态的兼
容，创造一种集诗意栖居、全域旅游、
艺术文创和研学实践于一体、身心自
由的生活形态。”面对重重困难，俞孔
坚觉得，要盘活村庄，增加村民收入，
前提仍然是践行绿色发展之路，不去
做破坏性的利用开发。

徽派建筑也有弊端，潮湿、不通

风、采光差。在巡检司村，有的村民
因为无力修缮老房子，任由房屋风
雨侵蚀，直至倒塌。短短一年时间，
俞孔坚和他的“望山生活”团队，收
储了村里 15 栋危房和已倒塌的老
宅，对其修旧和翻新，发展民宿和农
家乐。

村民虽有耕地，但种地的产出只
能满足一家人口粮。通过流转，俞孔
坚的团队租下了村里数百亩耕地和
茶山，种有机稻和集观赏和产油菜籽
于一体的油菜，山上种有机绿茶，村
民收入由此增加不少。村民可全程
参与从播种、管理、采摘或收割全过
程，每天有 100 元至 150 元不等的劳

务工资。产出的有机稻、油菜籽和茶
叶，俞孔坚与企业合作，通过精加工，
粮油茶产品进入高端市场。一亩耕
地的产出由原来的 300 元到现在的
1200元。

得益于俞孔坚团队的苦心经营，
昔日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渐渐声名鹊
起，游客纷至沓来。巡检司村民纷纷
返乡大兴土木，加入旅游业，4 年来，
村里新建了40多栋房子。

巡检司村“望山生活”负责人夏天
介绍，该村乡村旅游复工复产后，全村
31 栋民宿入住率达到开业以来的顶
峰。目前，该村民宿已经接到 5000间
的订单。

一河清水出“煤都”
安源区治理安源河黑臭水体促进产业扶贫

彭清华 本报记者 曹诚平 文/图

北大教授利用专业特长盘活了婺源巡检司村

美了古村 多了游客 富了村民
本报记者 徐黎明

4 月 23 日，郭增春站在
村委会前面的道德红黑榜前
面仔细看着上面的红榜名
单，露出羡慕的眼神。“我今
年种植了 90亩紫苏，希望也
能上红榜。”郭增春笑着说。

今年 48 岁的郭增春是
乐安县山砀镇杏塘村的贫困
户。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山砀镇积极开展道德“红
黑榜”评议活动，以晒道德

“红黑榜”为抓手打好疫情防
控战，推进春耕春种、复工复
产有序开展。

记者在山砀镇山砀村委
会前面的公示牌上看到一批
村民登上了红榜。“7 组康保
鉴 1 万元、2 组康有光 2200

元……”红榜上密密麻麻公
布了抗疫情期间捐款的村民
名字。记者了解到，除了在
疫情防控期间表现优秀的村
民能上红榜，在复工复产中
带 头 的 村 民 也 一 样 能 上
红榜。

54 岁的黄九生是杏塘
村老陂湾组的村民，他是种
粮大户，今年种了 121 亩水
稻，发展产业化种粮。黄九
生因为带头发展产业化种粮
上了村里的道德红黑榜的
红榜。

记者了解到，山砀镇今
年已发布 2 期道德红黑榜，
上榜570人，其中上红榜554
人、黑榜16人。

“道德红黑榜”助力复工复产
本报记者 邹晓华

昔日的黑水河如今变成景观带。通讯员 尚 健摄

本报南昌讯 （记者陈
璋）为帮助残疾人群体能逐
步实现灵活就业，5月17日，
江西省人力资源市场联合江
西省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
启动了 2020年江西省级“全
国助残日”活动。受疫情影
响，此次助残日活动由线下
转为以线上为主的方式开
展，由老师进行在线授课。

活动当天，现场设置了
巧手技能培训在线课堂，邀

请了 3 名分别掌握丝网花、
串珠等手工艺制作技巧的老
师在线授课。在现场招聘区
域内，还发布了 16家企业的
招聘信息，共 300余个岗位，
包括制造业、教育、零售业、
互联网等多个行业，并在新
媒体平台进行在线招聘。之
后，省人力资源市场还将开
展形式多样的残疾人巧手培
训班、爱心义售、岗位对接等
残疾人帮扶活动。

本报吉水讯 （记者朱
华 通讯员王薇薇）近日，在
吉水县电商产业园网红直播
室，一场以本地扶贫农产品
为特色的淘宝直播正在举
行。近 6 小时的直播时间
里，直播室共完成线上销售
2442单，销售额超16万元。

近年来，吉水县把发展
农村电子商务作为扶贫助
农增收新途径，在高标准打
造县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
心基础上，建成 52个镇村电
商服务站点，贫困村覆盖率
66.7%。同时，引导电商企
业帮助贫困户开设网店销

售自产农产品，或者代销农
特产品，累计为 172 名具有
创业意愿的贫困户完成电
商培训。此外，该县还成立
产业扶贫合作社 54家，吸纳
贫困户参与生产经营、就地
就 业 ，带 动 243 户 贫 困 户
增收。

去年以来，当地重点围
绕井冈蜜柚、八都板鸭、水南
腐竹、双村菌菇等地方特色
品牌，举办特色农产品线上
营销暨消费扶贫行动，重点
在淘宝、京东、拼多多、抖音
等平台进行直播，有效推动
了农产品线上销售。

吉水六成贫困村建电商服务点

我省开展线上“助残日”活动

南昌市城乡接合部的流动摊贩比较
多，流动摊贩占道经营，既影响了城市环
境和交通秩序，也影响了城市形象，一直
是城市治理的难点。如何对流动摊贩进
行长效管理？南昌经开区蛟桥镇麦园村
设立临时疏导点，将流动摊贩统一纳入疏
导点经营，既让流动摊贩有了相对固定的
经营地点，又解决了流动摊贩的管理难
题，实现了多方共赢。

流动摊贩从“主干道”到
“村中道”

麦园村附近高校和企业集中，流动人

口多。随着城市的扩容，当地部分失地农
民变身为流动摊贩，做起了小生意。

5 月 12 日傍晚，记者来到麦园村，看
到村内主干道两边摆满了摊位，有的卖衣
服、有的卖油炸食品，还有的卖水果，俨然
一个热闹的小集市。一名水果摊主告诉
记者，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之前几个月
没有出来摆摊。现在，出来逛街的市民逐
渐增多，摊位才有点起色。

5 月 13 日傍晚，记者再次来到麦园
村，摆摊的摊主比之前多些，有 20 多家。
夜幕降临，人们在摊位上吃着烧烤闲聊，
非常惬意。

麦园村党支部书记李泰文告诉记者，
之前这些流动摊贩在经开区一些交通主
干道两边摆摊设点，造成交通堵塞，也污
染环境，城管多次进行了整治，多次反弹，
流动摊贩与城管打起了“游击战”。为引
导解决麦园村失地农民再就业，方便小区

居民生活，麦园村允许摊贩在麦园村指定
路段和规定时间段内摆摊经营。为维护
周边秩序和规范经营，麦园村派驻专人疏
导交通、打扫卫生并对每名摊贩每晚收取
10至15元物业管理费。

“收取流动摊位的相关费用是通过村
民自治表决通过的，蛟桥镇政府也知情。”
李泰文向记者解释。

设立流动摊贩临时疏导点
实现多方共赢

采访中记者获悉，为了更好地加强长
效管理，引导流动摊贩做生意，麦园村将
设立临时疏导点，将村里的流动摊贩全部
引入临时疏导点内。疏导点将位于麦园
农贸市场旁边，占地约4000平方米。李泰
文称，相关图纸全部规划设计好了，项目
也已经向蛟桥镇政府主要领导进行了汇
报，镇里已经同意。“可以容纳 100多个摊

位，疏导点引入专业的团队打造，采取外
包的形式进行管理。”李泰文告诉记者，预
计今年9月份麦园村的流动摊贩可全部搬
入临时疏导点内做生意。

“设立流动摊贩疏导点，我们还是比
较乐意，卫生环境和硬件设施肯定会更
好。同时，希望相关部门在政策、资金、税
收等方面给予疏导点支持。”麦园村一名
流动摊贩称。

南昌市一名研究城市管理的业内人
士表示：“对于流动摊贩的管理，不能一味
地‘堵’和‘禁’。设立流动摊贩临时疏导
点，应该优先照顾下岗职工、特困职工、
失地村民、残疾人等人群。”他表示，流动
摊贩生意虽小，但为市民提供了消费需
要和方便，从某种角度而言,是城市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流动摊贩临时疏导点的
设置，对流动摊贩、村集体和相关部门均
是共赢。

流动摊贩临时疏导点一举多得
南昌经开区蛟桥镇麦园村探索流动摊贩管理新模式

本报记者 邹晓华

本报南昌讯（记者陈璋）
近日，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国家商标局商标质权登记南
昌受理点发出一张5200万元
商标质权登记证。为帮助企
业渡过复产难关，南昌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进一步优化服务
成效，开设了商标质权登记
绿色通道，在国家商标局和
省市场监管局支持下，实现
网上受理，即办即取。

据了解，此次 5200 万元
的商标质权贷款，是江西省

春丝食品有限公司以 34 件
商标质权向中国农业发展银
行樟树市支行申请的贷款项
目。该项目是南昌受理点自
2016 年 11 月设立以来数额
最大的一笔，也是本年度全
省数额最大的一笔。今年以
来，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共办理 6 笔商标质权登记，
承办商标质权登记件数超过
全省的 85%，担保债权金额
6730 万，帮助企业在疫情防
控期间顺利复工复产。

南昌即办即取商标质权登记证

3名老师在线进行助残指导。本报记者 陈 璋摄

5月12日，南昌市西湖区梢瓜池社区党员志愿者来到辖区
内兰州拉面馆，送上酒精、口罩等防疫物质。该区开展“三心服
务”行动，打通服务企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解决实际困
难和后顾之忧。 本报记者 海 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