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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2日上午，下了几场雨的梅岭变得凉爽起来，对
于户外施工队来说，这是难得的好天气。此时，南昌市
湾里管理局招贤镇乌井村郭家自然村的道路塌方现场，
几台挖掘机正忙着施工，这段水毁公路要赶在国庆节前
恢复通车，以应对长假梅岭旅游客流高峰。今年七八月
份的洪灾给湾里的基础设施造成很大破坏。洪灾过后，
当地干部群众齐心协力，加快重建遭受洪水侵袭的家
园。截至目前，招贤镇转移的受灾群众17户37人已全部
回迁，生产生活秩序恢复正常，244处受灾点大部分已整
修到位。

为受灾群众免费买保险

招贤镇地处湾里城区，下辖14个行政村和1个社区，
常住人口 2.1万余人。今年汛期，持续性的强降雨，造成
招贤镇辖区多处受灾。

堎上村的官溪自然村位于梅岭山脚下，有村民 200
多人。9月11日，记者来到官溪自然村，一路上随处可见
小的山体滑坡现场，冲刷的泥土还裸露在路边。在村民
杜章侃家里，墙壁上还依稀可见山洪和雨水冲击时遗留
的痕迹。杜章侃的家紧挨着山体，后面山坡垂直距离有
10 多米高。此次洪灾，杜章侃家里遭受了泥石流的冲
击。此时，杜章侃和妻子正在扎扫把。他告诉记者，在
镇村干部的帮助下，家里早已恢复正常生产生活。“我和
老伴以扎扫把为生，一年赚个几万元。儿子媳妇在市里
打工，我们两个老人在家带小孙女。”杜章侃说。

面对来势汹汹的汛情灾情，招贤镇组织成立了17支
共200余人的党员抗洪抢险突击队和青年抗洪抢险突击
队，迅速将受灾严重的 4 户 9 名群众，全部转移到安全
地点。

招贤镇政府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此前，镇里已经
给每户村民免费购买了平安综治险，受损和被毁的家电
等都由保险公司负责理赔。招贤镇政府干部刘斯伟介
绍，保险公司人员会上门查看各家具体受损情况。“等一
家一户核实受灾情况后，再进行理赔。”刘斯伟说。

村民的损失除了有保险公司理赔外，被冲毁的房屋
及灾后重建也有相关补贴。“村民先自行清理淤泥和维
修房屋，根据受损程度，所产生的费用镇里会进行相应
的补贴。”招贤镇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

杜章侃告诉记者，这段时间，他请来挖掘机，花了一
个多月的时间清理现场，总共花了 1.2万元，村里承诺承
担一半费用。“大灾中，我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温暖。”杜
章侃感激地说。

加班加点抢修损毁道路

乌井村的郭家自然村建在半山腰，有 30多户 200多
人，村里通往外界唯一的一条道路多处被山洪泥石流冲
毁。在一处塌方现场，施工人员正忙得热火朝天。江西
凯云建设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藤波告诉记者，此处塌方
面积约有1200平方米，工人先用挖掘机对塌方进行挖掘
清理，再用片石构筑起宽2米、长28米的护墙体。护墙体
建好后，再用泥土回填，整个项目国庆节前后可以完工。

招贤镇政府负责人说，全镇道路因灾塌方受阻30余
处，经过抢修，目前大部分水毁公路已基本恢复畅通。
郭家自然村的道路因损毁面积大、线路长，还在加紧抢
修中。

在郭家自然村另外一处塌方点，道路护栏下方已经
被山洪掏空。藤波告诉记者，这是最大的一处，水毁面
积约有2300平方米。据介绍，通往郭家自然村的公路共
有6处坍塌点。为保障村民出行，连日来，施工方加班加
点，抢赶工期。“村民靠这条路出行。国庆长假旅游旺季
来临，农家乐和民宿生意也将迎来今年最高峰，我们争
取节前让公路全面恢复通行。”藤波说。

沿着梅岭山体蜿蜒曲折的七彩公路，是罗亭镇、梅
岭镇、太平镇3个镇4万人的必经之路。此次山洪将招贤
镇堎上村委会对面的山体冲垮，泥石流几乎将七彩公路
阻断。“整个山体大部分垮塌，面积有600多平方米，游步
道、凉亭全部被冲垮，山上的竹林被冲到了路面，水渠也
被堵塞。”堎上村委会主任刘方见说。

塌方现场位于主干道旁边。因担心山体再次滑坡

阻塞交通，连日来，镇里组织人员加紧修复。“先清理山
体淤泥，然后在上面铺设铁丝网固定，再种上草皮。滑
坡的下方则用石块和钢筋水泥修筑护体墙加固。镇里
调来 4台挖掘机和 2台吊机，投入 80多万元资金、100多
人次参与抢修。”

9月 13日，记者在现场看到，山体滑坡修复完毕，游
步道已修好，倒塌的凉亭也重新建好。“上次来的时候，
看到这里塌方了，没想到这么快就修好了。从行走及观
感看，游步道修得比之前更结实更漂亮。”游客周先生对
记者说。

确保贫困户不因灾返贫

在此次灾情中，招贤镇有3户贫困户受灾严重，存在
返贫风险。招贤镇主要领导带领扶贫干部上门核实灾情，
决定给予他们近6万元的资助，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堎上村在山洪中受灾比较严重。为了帮助贫困户
迅速恢复生产和生活，招贤镇开展爱心帮扶，全力防止
贫困户返贫。今年 60 岁的杜章高，自幼残疾，育有一儿
一女，2014年被列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在扶贫干部的帮
助下，杜章高2014年开始栽培食用菌，当年就获利2万余
元。2015 年，杜章高成功脱贫。随后，他种植食用菌的
种类和规模不断扩大，收入也稳步增长，没想到今年的
洪灾，又让他面临返贫风险。

9月13日，记者在杜章高家的蘑菇种植基地看到，他
已经重新购置了菌种。“7月 7日晚的那场暴雨将蘑菇大
棚全部冲垮，薄膜和大棚里的蘑菇全部被冲走，只剩下
一个钢架。当时，望着空荡荡的大棚，我真的是欲哭无
泪。”杜章高说。

得知杜章高受灾的情况后，镇领导立即到现场查看
情况，并资助了2万元。杜章高用这笔钱购买了新菌种，
开展生产自救。“再过一个月，就可以采摘新鲜的蘑菇
了。今年的收入有 2万元，肯定不会返贫了。”杜章高边
忙边笑着对记者说。

霞麦村葡萄种植户邓细春种植了50余亩葡萄，强降
雨将葡萄园淹没。灾情发生后，镇村干部迅速组织协调
抽水机械排水，同时邀请农技专家上门提供技术服务。
邓细春说，好在政府及农技专家的帮助，损失已经降到
了最低。

农家乐重开后生意火爆

开办农家乐是当地村民增收的主要来源。受强降
雨影响，堎上村、乌井村、东源村30余户农家乐经营户不
同程度受损。灾后，镇村干部及时组织村民开展生产自
救。部分供水管网被冲毁后，堎上村 7 户农家乐经营受
到影响，镇村干部迅速组织人员对供水管网进行修复。

记者来到乌井村上堡自然村上堡农夫饭庄，老板刘爱
国正在用撬棍清理石块。“当时泥石流将我开的农家乐厨房
掩埋了，幸好没有人员伤亡。镇村干部很快来到现场查看，
并将我们一家转移到安全地带。”刘爱国说。

上堡农夫饭庄位于马路边，是一处地理位置极佳的
餐饮营业场所。“足足花了一个星期才将淤泥清理干
净。农家乐重新开张后，每天都有几桌客人，生意很火
爆，周末更是一桌难求。”刘爱国说。

乌井村的其他几家农家乐也不同程度受损，大家积
极自救，力争把损失减少到最小。镇干部也对记者说：

“镇里对全镇所有受灾的农家乐进行了统计，会进行补
贴。”傍晚，陆续有客人前来吃饭，农家乐的工作人员又
开始忙碌起来了。

近日，网上一则“无腿中介尧涛带客看房日行2
万步”的视频获得了许多网友的关注和点赞。记者
了解到，视频的主人公尧涛是黎川县人，自幼小腿
畸形，只能借助护具行走。去年开始，他成为南昌
某房产公司中介，并凭借自己的努力和付出赢得了
许多人的尊重。

9月12日，记者来到位于南昌市青山湖区铁路
九村的某房产中介公司，尧涛刚跑完盘回来，青春
阳光的面容让人很难相信他已是36岁的人。尧涛
指着自己的双腿告诉记者，网上说的“无腿”并不准
确，自己的小腿仍在，只是天生畸形无法站立。“我
日常就靠这两块垫子辅助走路，叔叔给我定制的，
很厚，下雨天也一样可以走。”从小残疾的尧涛，尽
管心理存在落差，但妈妈的教育和老师的鼓励让他
懂得要更加努力。2000 年，尧涛跟着父亲学修电
器，并来到南昌经营一家小店面。2014年，由于市
场行情不好，尧涛关掉了维修店。去年，尧涛决定
像正常人一样投简历找工作。“刚开始企业看到我
这个样子都不愿接收。直到去年4月份，我接到面

试电话，并顺利被录用，成为一名房产中介。”对于
人生第一份正式应聘得来的工作，尧涛非常感激。

“当时在电话中，我就听出来这个小伙子很有激
情。见面聊完后，我觉得他沟通能力很强，不仅可
以胜任业务，还能让团队其他人更加努力。尽管他
腿脚不便，但不会有太大影响。”对于这名特殊员
工，公司负责人赞许道。

成为房产中介以来，尧涛每天骑着一辆残疾人
专用的三轮摩托车，几乎跑遍全市楼盘。“最远的到
了九龙湖，只要有业务，我都会去。”尧涛说，有的客
户会指明在自己手上成交，“我知道这是对我的照
顾，所以我非常感谢他们。”在南昌打拼多年，也让
尧涛得到幸运女神的眷顾，他不仅成了家，还陆续
有了一对健康的儿女。尽管全家的生计重担都压
在自己身上，但尧涛把这看成了拼搏的动力。“在我
眼里，我和别人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矮了一些。
所以我从不会为了业务而去博得别人同情，我要靠
自己的本事，多学多做，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让日
子过得越来越好。”

本报南昌讯 （记者蔡颖
辉）为满足广大市民差异化
通勤需求，南昌市将于9月下
旬推出定制公交出行服务。

据介绍，在开通“家校专
线”的基础上，南昌公交将再
开通“企业专线”“旅游专线”
和“包车服务”。其中，企业
专线主要针对各类工业园
区、小微企业、高校园区等企
业员工，根据上述企业员工
上下班通勤的特点，为同一
片区内的不同企业员工定制
公交线路。旅游专线将重点
围绕南昌市周边景点进行线
路定制，后期还将推出如红
色景点等定制旅游专线。

为使定制公交最大限度
满足市民出行需求，做到公
共资源利用率最大化，此次
南昌公交开通的网约定制公
交将设立开线、停线规则。
其中，开线规则为定制企业
专线预约 20人及以上即可开
通，定制旅游专线预约 25 人
及以上即可开通；停线规则
为企业专线满足以下任意一
条即可公示线路停开，包括
连续 3 日单日购票量低于 5
人，连续5日单日购票量低于
10 人，以及 1 个月内日均客
运量低于 10 人。此外，旅游
专 线 未 达 到 开 线 规 则 不
发车。

南昌9月下旬推出定制公交

加快重建新家园 早日过上好日子
——南昌市湾里管理局招贤镇灾后重建保民生见闻

本报记者 邹晓华 文/图

本 报 南 昌 讯 （记 者陈
璋）为保障社会公众餐饮消
费安全，9 月 15 日，南昌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与美团共同签
订战略框架协议，以期共同
优化南昌市互联网电商平台
运营环境。双方将搭建大数
据交互机制，共同探索“在线
办证”服务。

根据协议，双方将建立
健全政府推动、部门牵头、平
台协同、网店自律、社会监督
运营环境的优化合作，开展
政企数据共享协查及应用，
市场主体数据库与平台入驻
商户数据的比对核查，及时
发现无证无照企业等违法违
规主体经营情况。在提升网
络消费维权能力上，双方将
开展网络订餐行业的放心消

费创建工作，建立订餐平台
客服中心与南昌市市场监管
部门的“绿色通道”机制，推
动消费维权举证便利化，提
高网络订餐消费投诉的处理
效率。

在深化政企执法协作
上，市场监管部门将有关检
查执法情况、案件查办信息
和涉嫌违法违规关键词提供
给平台，平台将及时配合市
场监管部门采取预警、预处
理、紧急下架等措施。同时
向市场监管部门提供平台内
商户虚假宣传、商标侵权、团
购欺诈、霸王条款，以及“刷
单”“刷信用”“删差评”等违
法行为证据线索，从而有效
遏制“炒信”这一网络毒瘤，
净化网络市场。

南昌加强网络订餐消费监管

本报新余讯 （见习记者
邹宇波 通讯员彭桂洋）9月7
日，记者从新余市残联获悉，
该市有康复服务需求的 182
名残疾儿童，全部进入市内
康复机构训练，这是该市连
续第四年实现对0至6周岁残
疾儿童康复服务与救助全
覆盖。

据悉，该市今年投入专
项资金 200 多万元，将 0 至 6
周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列为
民生实事项目，进一步维护
和保障残疾儿童的合法权
益。同时，建立健全残疾儿
童康复救助制度，细化救助
标准、工作流程，规范化管理

康复机构，实行残疾儿童康
复机构准入制和协议管理，
鼓励符合准入标准的残疾儿
童康复服务机构参与康复救
助服务，形成残疾儿童康复
救助工作长效机制。

新余市残联还牵头开展
了形式多样的残疾儿童康复
救助活动，通过新余市助残
志愿者协会，组织助残志愿
者为残疾儿童及其家庭提供
必要的帮助；请专业心理咨
询师对残疾儿童及其家长进
行心理辅导，在关注残疾儿
童身体康复的同时，更多地
关注心理健康，使之更好地
融入社会。

新余6岁以下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全覆盖

9月10日，“四点半课堂”上，崇仁县志愿者正在和
小学生做游戏。为让社区学生安全度过每天放学后将
近两小时的“管理真空”，崇仁县志愿者服务队开办公
益“四点半课堂”，帮助解决家长的后顾之忧，受到家长
和孩子欢迎。 通讯员 陈胜孙摄

特 殊 员 工
本报记者 陈 璋

公益“四点半课堂”

工人正在对被山洪冲毁的山体进行修复。

工人正在维修游步道。

9月13日，安义县长埠镇老下村贫困户到村便民服务站兑
换日常用品。该村借鉴银行储蓄和支取的经营模式，为每户贫
困户发放一本原始积分为50分的储蓄存折。贫困户通过做公
益等获取积分，然后用积分换取日常用品。

本报记者 余红举摄

9月12日，万年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县城中队铁骑分队正在
县城街道巡逻。该分队除了巡逻，还要及时处理城区道路上出
现的突发情况，保障道路安全畅通，及时救助群众，查处酒驾、
毒驾等危险驾驶行为。 本报记者 朱文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