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欢迎扫描二维码下载江西新
闻客户端，进入“党报帮你办”频
道，反映你遇到的问题，我们将及
时帮你问、帮你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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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报帮你办”联合相关组织献爱心

为空巢老人订《江西日报》

一吐为快一吐为快

本报记者 蔡颖辉

“放暑假了，有什么地方能让孩
子玩一玩？最好还能学到一点东
西。”近期，南昌市西湖区文广新旅
局多次接到居民电话反映留守儿
童、农民工子女存在暑期无处可去
的情况。对此，区文广新旅局针对
全区 5 至 16 周岁以下的少年儿童
（含留守儿童、外来务工子女、农民
工子女），进行了公益文化课程招

生。课程包括拉丁舞、跆拳道、中
国舞、书法、绘画、街舞、语言表演、
合唱共计八类。据悉，此次培训班
的授课老师大多是民主党派的志
愿者。

7 月 21 日，炎炎烈日阻挡不了
学员的热情。课堂气氛很融洽，欢
声笑语不断，家长们纷纷表示在此
次公益培训活动中，孩子们收获了
知识、友谊和快乐，希望以后能有更
多机会参加公益活动。

本报记者 朱 华

近日，南昌市新建区建设路社
区的李逸春等老人向江西新闻客
户端“党报帮你办”频道反映，希望
在家里看到《江西日报》，及时了解
省内外新闻时事。为此，本报与南
昌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简称“南
青基金”）、新建区邮政分公司、新
建区建设路社区等组织联系，通过
爱心人士捐款，为 4 名老人订阅了

《江西日报》。7月 20日上午，李逸
春老人拿到了《江西日报》，戴起志
愿者赠送的老花眼镜，非常高兴。

建设路社区干部徐莺莺告诉
记者，经过排查，社区有 10 余户空
巢老人，其中具备一定文化程度、
有读报意愿的老人有4户。根据社
区提供的信息，南青基金通过与公

益组织对接，募集社会爱心人士千
余元捐款，为4名老人订阅从7月到
年底的《江西日报》，并给其中两名
视力不便的老人赠送老花眼镜。

“退休前我就经常看《江西日
报》，现在给我送报上门，真好。”李
逸春老人今年 83 岁，目前独居，侄
女会定期给他送生活物品，但是因
为视力不好也不太爱看电视，也很
少出门走动。当天，看到邮政公司
工作人员将报纸送上门，并在楼栋
口钉上报箱，老人特别高兴，戴起
老花镜在窗前认真读起报来。

“儿女都在外地工作，就我和
老伴在家，‘文化食粮’不能少。”88
岁的谢春萱是一名退休干部，读书
看报是他的生活习惯。对于这次
给空巢老人送报纸的活动，谢春萱
老人连连点赞。

让留守儿童上免费兴趣班

本报记者 陈 璋

近日，樟树市洋湖乡双溪村贫
困户敖新如向江西新闻客户端“党
报帮你办”频道反映，自己长期住危
房，当地政府及时帮忙解决问题，自
己住上了新房。

今年 72岁的敖新如家境贫困，
老婆很早过世，３个女儿也嫁了出
去。2014年，敖新如被纳入建档立
卡贫困户名单。今年 3 月，当地帮
扶干部走访时发现敖新如的房子倾
斜比较严重，虽然没有倒塌，但是比

较危险。随后，扶贫工作队干部为
其争取贫困户危房改造资金补助政
策支持。4月底，3万元的危房改造
资金就批了下来。5月，施工队来到
村里，垒地基、码墙面、盖房顶……
新房逐渐成形。6月，敖新如的新房
建成，40 多平方米的占地面积，一
室一厅，还配有独立卫生间。

自精准扶贫开展以来，洋湖乡
始终将安居扶贫作为一项民心工程
来抓，6年来，该乡已累计发放危房
补助资金 159.37 万元，惠及 138 户
贫困户。

帮贫困户拆危房安新家
本报记者 洪怀峰

“感谢派出所的帮助，我的事情得
到了解决。”7 月 22 日，安义县鼎湖镇
鼎湖家园特种养殖场老板雷红梅、周
娜高兴地对记者说。

7月以来，持续暴雨，让雷红梅、周
娜在安义县黄洲镇茅店村后垅村小组
承包的 40亩鱼塘不断涨水，鱼塘的鱼
纷纷“外逃”。

对此，雷红梅、周娜不得不在鱼塘
周边挖排水沟，分流雨水。“连续几天
晚上加班挖排水沟，实在太累了，7月3
日凌晨，我们刚睡着，养殖场的狗吠叫
起来，我们立即起来，发现有附近的村
民来哄抢鱼塘的鱼。”雷红梅告诉记
者，这些村民带来了水桶与网兜，一口
气捞走了两大桶鱼，目测约 60斤。当

她赶到后，抢鱼的村民拎起水桶一溜
烟跑了。

令雷红梅没有想到的是，过了不
到30分钟，又来了一批村民抢鱼，而且
这些村民根本不理睬她的劝阻，见抢
鱼的村民人多势众，雷红梅、周娜也不
敢强行阻止。无奈之下，二人只好报
警。村民见报了警，才拎着桶离开。
但是第二天下午，又有村民来鱼塘捞
鱼。“当时发现有6个人，每个人手里都
拿着大网，拎着铁桶。当我们赶到近
前的时候，他们已经捞了满满几大桶
鱼。这次我们拍下了照片，提供给了
警方。”

对此，安义县公安局黄洲派出所
指导员胡昆泉告诉记者，接到雷红梅
的情况反映后，民警立即赶到现场，由
于雷红梅当时拍的照片不清晰，导致

去后垅村指认参与哄抢的村民有困
难，但是经过几天走访与村民提供的
线索，锁定了一个捞鱼的村民，然后通
过这个村民的招认，终于把捞鱼的村
民全部找到。

胡昆泉告诉记者，因为雷红梅、周
娜考虑到承包的鱼塘就在后垅村，对
抢鱼村民进行了谅解，这些村民经过
警方的批评教育，也主动把捕捞的几
桶鱼还给了养殖场，并保证以后不去
鱼塘抢鱼了。

“此次村民的哄抢，导致损失了
5000元左右，但如果任由发展，那鱼塘
损失就难以止住。”雷红梅告诉记者，
令她感动的是，胡昆泉还协调当地政
府部门，请来了一台挖机，帮鱼塘挖了
一个排洪口，极大缓解了鱼塘防汛抗
洪的压力。

受洪涝灾害影响，新干县的杨建
军、魏冬生等种粮大户面临资金短缺，
抢种晚稻无钱请人工、买化肥的困
境。他们期盼早稻保险赔付尽早到
位，帮他们解决资金难题，以便抢农时
栽种晚稻，减轻受灾损失。

新干县拥有 40万亩稻田，承保率
达 100%。在洪涝灾害中，该县有 7 万
亩早稻受灾，其中 1万余亩基本绝收。
为使受灾农户及企业及时获得赔付，
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以下简称江
西分公司）开辟绿色通道，实行“不惜
赔、不滥赔、要快赔”理赔机制。7月20
日至 22日，记者随江西分公司农险部
人员赴新干、峡江等县区，为种粮大户
开展快速理赔工作。

据了解，杨建军、魏冬生系新干县
受灾最严重的两个种粮大户。杨建军
种有 1000 余亩水稻，受灾早稻达 600
余亩，其中基本绝收达460余亩。魏冬
生所种的600余亩水稻则全部遭灾，其
中近 400 亩基本绝收，200 余亩歉收。

目前，他们边配合承保企业核灾，边对
稻田进行晚稻抢种。

7 月 20 日上午，记者随核保人员
走进灾情较重的神政桥乡桥头村，只
见低洼处的房屋外墙仍留有逾两米高
的洪水浸泡痕迹，柑橘枝叶、嫩果还裹
了污泥。

桥头村村支书邹林如告诉记者，
受灾时，干部都忙于转移群众及抢救
财产，水稻受灾户顾不上向保险公司
报案。当日下午，太平洋产险新干支
公司经理郭建春带领农险专员淌着
水，进村查看农田受灾情况，主动与种
粮大户及村干部沟通，承诺将及时核
灾、理赔，给农民吃上“定心丸”。

杨建军告诉记者，抢种晚稻，要购
买秧前肥、请人插秧，这两项的成本是
每亩 300 元，400 余亩要投入十几万
元。由于早稻几乎颗粒无收，他们也
没有资金。魏冬生表示，知道农险理
赔有一个时间过程，但仍期盼理赔款
早日到账，帮他们解燃眉之急。

据悉，杨建军受灾的600余亩早稻
中，除460亩基本绝收的稻田已完成核
灾外，还有近200亩灾情较轻的早稻系
晚熟品种，要8月份收割时再次进行核
灾。按理赔规定，他的赔付款要在8月
份完成最后一次核灾后，才能一次性

支付。就此，江西分公司农险部副总
经理胡尚荣明确表态，本着“不惜赔”
原则，对杨建军特事特办，即对其 460
亩基本绝收的稻田快速预先赔付，8月
份再对余下的近 200亩受灾早稻进行
第二次赔付。

7月 21日，新干县 29户受灾较重
的种粮大户陆续收到了赔付款，其中
杨建军、魏冬生每人到账 30 万余元。
他们表示，8月份以前是晚稻抢种的黄
金期，关键时期太平洋产险让他们及
时领到赔付款，增强了灾后生产复苏
信心。

据了解，全省水稻受灾中，仅太平
洋产险公司承保的有 42.5 万亩，涉及
30 余个县区 119 个乡镇。据初步预
计，赔付款总额达8000万元左右，其中
新干县的赔付款突破2000万元。

江西分公司农险部总经理黄飞向
记者介绍，为帮助农民及企业及时获
得农险理赔，保障灾后农业生产自救，
降低受灾损失，在洪灾发生初期，该公
司就启动了大灾应急预案，按照“不惜
赔、不滥赔、要快赔”的理赔机制，调度
全省理赔资源，开通绿色理赔通道，简
化单证审批流程，免气象证明，开通快
赔、现场赔付、预付赔款通道等方式，
提高赔付时效。

暴雨来袭水位涨 鱼儿出逃遭哄抢

派出所帮养殖户挽回损失

早稻遭水冲 抢种晚稻面临资金短缺

快速理赔解种粮大户困境

最近，两个和“神童”有关的新闻
颇为夺人眼球。其一是云南一名六
年级小学生，凭借一篇硕士水准的研
究直肠癌论文参加青少年科技创新
大赛获奖，最终证实为造假而被取消
奖项；其二是一名在视频里用讲师口
吻演讲的 14 岁浙江女孩，其个人简
历上称每天能创作 2000首诗、写 1.5
万字小说，被曝光后引起质疑。

仔细分析，这两个“神童”看似荒
诞不经，背景、手段颇为不同。那位

“竞赛神童”本质上是学术造假，其父
利用搞科研的便利，将自己所拥有的
资源转移给孩子，希望将来能在升学
中获得优势。这种做法低调隐蔽，把
创新大赛异化为“拼爹大赛”，严重损
害教育公平，败坏学术风气，属于应
严肃追责的恶劣行为。而那位高调
张扬的“演讲神童”，其精心包装“人
设”的目的倒是简单粗暴，不外乎是
为了忽悠更多人参加收费培训班，本
质上是利用父母普遍的望子成龙心
态来贩卖焦虑，其对社会风气的毒害
同样值得批判。

这样两个经不起推敲的“神童”，
其实都是人为制造、包装出来的伪神
童，背后隐藏着拔苗助长的爹妈、追
逐利益的商人甚至贩卖成功学的“大
忽悠”。值得警惕的是，伪神童的光
鲜履历和作品大多经不起检验，稍有
常识的人能通过科学分析戳破其假
象。可是，如果不是媒体曝光，他们
依旧能大行其道，要么是众多评审专
家一路开绿灯，要么是轻易蛊惑众多
父母为之掏腰包效仿。

从当年的“哈佛女孩”，到后来各
地层出不穷的“鹰爸”“虎妈”，“制造
神童”现象屡屡出现，反映出当下社
会普遍存在的教育焦虑，以及家长的
急功近利和浮躁之风。一些父母把
原本应该慢工出细活的教育当作一
种短平快的投资，希望用最短的时间
培养出最优秀的孩子，收获最大的经
济效益，而忽视了孩子的全面发展和
身心健康。

笔者认为，与其跟风制造“神
童”，不如顺应孩子的特点因势利导，
千万不要陶醉于短期的虚荣而扭曲
了孩子的天性，毁了他们原本纯真幸
福的童年，一次次重演“伤仲永”的悲
剧。

向“制造神童”
说不
朱 华

面对被洪水浸漫的房屋、庄稼，彭
泽县许多撤离群众心情沉重、情绪低
落，对未来的生活担心焦虑。得知该状
况后，江西日报“党报帮你办”栏目通过
省教育厅协调，联合华东交通大学、南
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约请了心理疏导
专家走进鹿鸣小学安置点，对324名群
众开展思想疏导、心理问题咨询和精神
抚慰。

7月 22日 11时许，专家们一到安
置点，就面对面和群众开展心理咨询
和疏导工作。

“特别想回家，家里有棉花、玉米
等农作物，再不回去侍弄，草要比人高
了。”见到省城来的专家，彭泽县芙蓉
墩镇大字村村民文建芝急切地说。她
坦言，安置点虽然吃喝不愁，但晚上还
是经常失眠，人也没精神。

“你们要合理安排好睡眠。好好休
息，是治愈精力的良药。”在听完村民的
讲述后，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身医
学科副主任医师陈建云深入浅出地讲
解，采取现场互动等方法，寓教于乐，气
氛热烈，参与人员多次鼓掌叫好。

午饭后，鹿鸣小学多媒体教室座
无虚席，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身
医学科主治医师孙茜，利用多媒体向
老年人开展《关于抑郁症，你一定要了
解的事儿》知识讲座。

“专家说到我心坎里了！我会按
照专家开的‘矫正处方’调整好情绪和
心态，积极乐观面对以后的生活。”村
民许杏华说，来到安置点后，他的思想
和情绪渐渐出现焦躁不安，甚至有不
满情绪，现在通过专家疏导，情绪得到
有效舒解，对未来生活又充满了信心。

陈建云告诉记者，在与多名安置
群众接触谈心的过程中，他注意到政
府对转移安置的群众给予了无微不至
的关心，从家里财产保护到安置点的
生活，都做了精心安排。老年人普遍

担心农作物没人管，想回家，白天想晚
上想，导致出现严重睡眠问题。通过
疏导慰藉，安置群众的情绪开始稳定
了，心态也变得平和起来。

当天下午，综合楼的三楼音乐教
室，华东交通大学心理素质教育研究
院的心理专家高旭、胡燕和孙长玉，正
和一群中小学生互动。开始还神色凝

重、不爱说话的八年级学生方彬，通过
与专家谈心交流，参与游戏互动，渐渐
变得活泼开朗，与心理专家孙长玉无
话不谈。

“通过活动，可以帮助因汛情聚在
一起，可能彼此还有些陌生的学生增
进了解，应对当下的心理危机情境。”
高旭说，短短两个小时，孩子们分享了

很多自己、家人、朋友的经历，有感动，
有困惑，同学们放松并接纳了自己，带
着希望去面对以后的生活。

“心理专家开出了一剂剂‘良药’，
让部分情绪低落的安置群众有了乐观
向上的心态，非常感谢‘党报帮你办’
栏目组织的这次活动。”芙蓉墩镇党委
书记刘小江告诉记者。

心理疏导助受灾群众走出阴影
“党报帮你办”携手医疗专家走进彭泽汛期避险安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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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南昌县八月湖街道海嘉
路社区居民向江西新闻客户端“党
报帮你办”频道反映，居住主题公
园小区有多处路面坑洼不平，破损
情况比较严重，老人和孩子容易绊
倒。此外，小区部分路灯不亮，给
居民出行带来不便。对此，海嘉路
社区经过一系列整改，相关问题得
到改善。

海嘉路社区党支部书记姚凤
钢介绍，社区将群众反映的问题列
为今年基层社区书记党建述职民

生表决改造事项，摆上物业联席会
上，对问题逐一进行研判，听取群
众整改意见。同时，对全社区范围
内破损路面和路灯照明情况进行
了实地摸底、排查和统计，列出所
需整改物料清单及资金。

方案确定后，居住主题公园
小区的破损路面由外包工程人员
按照清单逐一用水泥进行修补，
小区物业电工对路灯进行检修恢
复。

截至目前，海嘉路社区已修补
破损路面 100余处、恢复路灯 70多
盏，总计投入整改资金3余万元。

逐一摸排 修复路面恢复路灯

本报记者朱华通讯员曹峻、甘鹏

“以前压水井的水浑浊带沙，现
在装了净水器，放出的水清澈透明，
方便又安全。”7月 20日，安义县鼎
湖镇湖溪村贫困户黄之彪向记者连
连点赞。近日，该村部分村民向江
西新闻客户端“党报帮你办”频道反
映，村里饮用水水质不佳，相关部门
第一时间给解决了。

湖溪村是南昌市财政局的扶贫

点，驻南昌市财政局纪检监察组了
解到这一情况后，督促驻村第一书
记和村委会关注农村饮水安全问
题，邀请疾控部门挨家挨户对饮用
水水质进行检测，发现部分村民家
的水质确属不达标。之后，安义县
相关部门派出技术人员及镇村组联
合进行实地勘测，通过使用PE管接
水，为饮水安全不达标的13户村民
安装净水器，从根本上解决了用水
安全问题。

装上净水器 饮水不再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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