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蔡颖辉

近日，南昌市青山湖区京东镇
南苑小区居民王女士向江西新闻
客户端“党报帮你办”频道反映，居
住的小区经过老旧小区改造后，道
路平整了，污水管也通了，面貌焕
然一新，但遗憾的是，小区还没有
物业入驻管理，担心这么好的环境
无法保持。

对此，南昌市青山湖区京东镇
南洋花园社区负责人表示，为保持
小区改造成果，正积极开展物业引
进工作。为了选出合适的物业公
司，社区带队组织居民赴竞标公司
进行参观，竞标公司在小区实地路

演宣传以及今后如何为南苑小区
业主提供优质服务管理作了竞聘
承诺。同时，社区组织现场投票，
小区共有567户，为确保不落一户，
对于没有时间到现场的业主，安排
工作人员携带流动票箱、选票及物
业公司的资料入户介绍、由业主自
行选择投票。

经过5天时间，由镇物业部门、
居民全程监督，经过验票、唱票及
监票，最终以 497 票确定了物业公
司。此次物业引进全程由居民做
主选择，也为南苑老旧小区改造后
的管理工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社
区也将督促物业公司做好服务，让
小区焕发新活力。

近年来，随着抖音、快手等平台
走红，各类博人眼球的短视频内容
层出不穷。其中，以边吃边播为主
要形式的“吃播”受到许多网民关
注，迅速站上短视频风口，一些“大
胃主播”也借此成为网红。

对于“吃播”，笔者之前也关注
过。在短短数十秒时间内，满满一
桌的食物，主播面对镜头一扫而
尽。有网友表示，看“吃播”能让人
隔着屏幕感受免费大餐，也有网友
认为，看人胡吃海喝有很强的“治
愈”效果，让自己的不良情绪能得到
宣泄。

然而，有业内人士指出，这些饭
量看似超过正常人数十倍的“大胃
王”，一方面是靠镜头的运用和后期
剪辑；另一方面也会造假或采取先
吃再吐的手段。另外，每一名网红

“吃播”的背后都有策划团队，他们
在粉丝量暴涨的同时，不断谋求流

量变现，获得高额收入，达到商业目
的。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尽
管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人们
生活水平不断改善，但这并不意味着
我们可以毫无节约地胡吃海喝。特
别是对于青少年而言，他们作为新媒
体短视频的主要受众群体，价值观极
易受到影响，在外吃喝动辄菜肴满
桌，最终会造成极大浪费。

再者，美食之所以美，不光是摆
盘和味道，更是在细细品尝中的逐
渐体会和回味。风卷残云般的“吃
播”，不仅无法给吃者带来美味享
受，更难以让人感受美感。

如今，《反食品浪费法》已经提
上议程，无疑将刹住愈演愈烈的网
络“吃播”风，遏制无限膨胀的“大
胃”，而通过这种不良示范内容来吸
引流量的网络平台，也重新审视和
调整思路。我们期待，能有更多网
络红人用理性、健康和创新的方式
来展现丰富多样的美食，让美食回
归最初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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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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美食回归美好
陈 璋

物业入驻 老小区焕发活力

本报记者 邹晓华

日前，于都县梓山镇群众向江
西新闻客户端“党报帮你办”频道
反映，江西师范大学的学生志愿者
有力地支持了当地的教育文化发
展和扶贫攻坚事业。

2020年，江西师大加大教育精
准扶贫力度，向于都县梓山中学、
弋阳县漆工中心小学派遣 14 名支

教志愿者，承担了两所学校29个班
级、1000余名学生的教学任务。除
了完成教学任务外，该校支教志愿
者还积极开展各类文体活动 10 余
次，丰富学校“大课间”体育活动和
课外体育锻炼。

此外，为确保支教质量，江西师
大依托强大的师资团队优势，为支教
学生提供了一对一指导，指导教师会
定期开展线上指导和实地指导。

本报记者 徐黎明

“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让我有
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在家门口也能
靠自己的劳动养家了。”新年伊始，
樟树市大桥街道东村已脱贫的贫困
户陈学根开心地向江西新闻客户端

“党报帮你办”频道反映。
由于长期患有慢性病，陈学根

干不了重体力活，大桥街道充分考
虑其家庭情况及个人身体状况，征
求其意愿精准匹配，安排陈学根在

村里做保洁员。据了解，去年
以来，大桥街道共设立公益性岗位
67 个，提供了巡堤员、乐龄中心管
理员等岗位，在公益性岗位就业的
建档立卡贫困户每人每年可稳定增
收5000余元。

本报记者 陈 璋

“要不是享受到健康扶贫政
策，我这腿早就残疾了。”近日，樟
树市洋湖乡横梁村贫困户李彐红
向江西新闻客户端“党报帮你办”
频道反映，她的病原本要14万元医
药费，但在镇、村干部及时帮忙，代
办报销手续，最终只花了几千元。

几个月前，李彐红因患双侧股
骨头无菌坏死，需要马上动手术。
听到14万元的诊疗费用后，一家人

不知所措。横梁村第一书记黄永
家知道后，迅速赶往医院看望，并
送上慰问金。此后，黄永家拿了李
彐红看病的收据、出院证明等，及
时在洋湖乡农医所和扶贫办为李
彐红代办报销手续。通过“城乡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贫
困人口重大疾病医疗补充保险”

“医疗救助财政兜底”4道医疗保障
线，报销了90%的费用，然后还通过
建档立卡贫困户重大疾病商业险
报销了7000多元。

健康扶贫 助贫困户走出困境

定向帮扶 开启支教新模式

就业路宽 村民心安收入稳

货车超载超速
沿线村民心慌
遂川县将启动科技治超执法

本报记者 邹晓华

近日，有遂川县读者曾先生反
映，“修高速公路是一件利民的大好
事，但是拉砂石的大货车严重超载超
速 ，让 沿 线 村 庄 的 村 民 感 觉 不 安
全”。记者赶赴实地探访，发现宜井
遂高速公路遂川县境内附近沿线村
庄众多，道路蜿蜒，有的货车确实车
速过快。对此，遂川县交通运输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已经成立了 6个执法
组加强执法，将在 3条主要道路启用
3个不停车超限检测点。

宜井遂高速公路工程建设项目
是我省重点项目，遂川段主线 38.6公
里。遂川县雩田镇路至五斗江乡有3
个搅拌站，沿途路窄，路况复杂，集镇
人口密集。曾先生称，起初遂川县相
关部门进行了整治，大货车超载和超
速少了，后来情况出现反弹，货车司
机我行我素，“还有货车晚上经过集
镇的时候按喇叭，声音刺耳、扰民。
五斗江乡加油站附近的路况非常复
杂而且道路狭窄，也没有设置减速
带，货车车速过快非常危险。”

2020 年 12 月 30 日，记者驾车沿
着雩田镇、衙前镇、五斗江乡一路行
驶。但见道路很窄，弯弯曲曲，只有
两车道。陆续有十多辆大货车经过，
有的车速很快。在一处高速公路项
目部的搅拌站附近路口，记者看到设
有警示路标，上面写有，“施工路段，
减速慢行”，但附近路面并没有设置
减速带。附近居民李女士告诉记者，
一到周末或者傍晚，沿途的集镇路口
会堵车。一路行驶下来，记者没有看
到交通运输部门执法人员和交警部
门人员上路检查。

对此，遂川县交通运输局综合行
政执法大队副大队长曾根华表示，接
到群众举报后，成立了6个执法组，采
取驻点和机动执法的方式加强日常
路面执法。此外，还积极与乡镇交警
中队开展超限超载联合执法。

采访中，遂川县交通运输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一些超限超载的大货车
司机和执法人员打“游击”。对此，遂
川县启动科技治超执法，利用超限超
载不停车检测，并采取举报超限超载
违法违规有奖措施。“我局将于今年1
月21日零时起依法对龙溪检测点、新
寨检测点、横店检测点 3个国道路段
启用普通公路不停车超限检测点，抓
拍货运车辆超限超载运输，正在予以
公告。”

本报记者 余红举
近日，几名曾在南昌向远轨道技

术学校就读的学生反映，他们在该校
读中专时，班主任何牧轩承诺可帮其
就读全日制大专。他们信以为真，报
名缴费后直至中专毕业也没能就读大
专，所交的费用也没退。在多次向学
校要说法的情况下，何牧轩的家属才
退了一部分费用。

据投诉人小宇（化名）表示，2017
年，他中考失利，入学南昌向远轨道技
术学校（民办中专）。2018年底，何牧
轩向小宇等几名同学询问，是否愿意
就读学校组织的“3+2”全日制大专？
为了提升学历，小宇和几名同学报了
名并提前缴了学费。

“当时家里没钱，学费是从银行贷
款的。”小宇说，“凑了 8000元，通过微
信转账给了班主任。”

半年过去了，当小宇向何牧轩询
问是否报上名，得到的答复是“没报
上，会继续帮其报名”。年底，何牧轩
对他们说：“报不上名了，学校会组织
退款。”

“直到快毕业了，我们也没收到退
款。”另一名投诉人小叶（化名）说：“同
学们家境本来就不好，于是商量找学
校要说法，要求退款。”

“何牧轩收了 8万多元，涉及 6名
学生。”南昌向远轨道技术学校相关负
责人罗攀表示，2020 年 6 月有学生反
映情况，学校才知道何牧轩私自收了

钱，帮学生办理“3+2”全日制大专。
当时在学校的协调下，何牧轩家

属拿出了 4万多元按照比例给学生退
款。同时，在学校保卫科的见证下，学
生家长与何牧轩家属签了协议，约定
还款计划。

在采访时，记者多次拨打何牧轩
电话，始终无人接听。罗攀说：“何牧
轩已经离职了，具体去哪里，学校也不
清楚。”他强调，何牧轩收取学生的费
用是个人行为，与学校无关。他会继
续联系何牧轩家属，协调他们将余款
退给学生。

2020 年 12 月 28 日 14 时 30 分许，
学生们向记者反馈，他们已经收到剩
余的退款。

孤寡老人冬天怕停电

大汗村火山州村组71岁的吴云英
独居的老宅，处在密林深处山坳，离山
下村民集中居住区相隔 100余米。老
人不会使用手机，有时要自己下山或
亲朋好友、村干部、村民上门，她才能
与人沟通交流。眼下严寒，山路结冰
路滑，她很少下山活动。老人说，冬天
最怕停电，白天停电，她连电饭煲也用
不了，还得拄着拐杖出门，小心翼翼下
山向村民求助。若夜间停电，她怕摔
倒，只能早早上床裹紧被子睡觉，但电
热毯无法使用，睡起觉来特别寒冷。

69 岁的陈梅香也是一名孤寡老
人，还是村里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她
与村民群居在一座小山头上建的房子
里，平时有困难，村民及村干部会及时
帮她解决。不过，她家的用电电压长
期处于低压状态，有时亮着的电灯只
有微光，电饭煲、电热毯无法使用，她
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电力员工入户找原因

1 月 2 日，记者随谢静波、余新
群、陈小毛 3 名电工师傅进村排查
用电线路。

电工师傅肩扛供电设施，沿着斜
坡山路向这两名老人居住的山头攀
爬，沿途检测户外线路，排除线路破损
故障，再检查房前屋后线路及电表
箱。谢静波告诉记者，一个月前，吴云
英所在的火山州村组已安装了一台变
压器，20多户村民均处在供电半径500
米内，电压稳定，能使用大功率家用电
器。吴云英家遭遇停电的主要原因是
电表箱零件松动及电线、开关老化等
造成的，已经帮其修复好。

而在陈梅香家中检测时，谢静波
发现不仅是线路、开关老化的问题，而
是她所在的村庄变压器供电半径过
长，且她家又处在供电半径末端，才导
致电压长期不稳定或时常停电。陈小
毛表示，要等到陈梅香所在的芦岭新

村村组增设变压器，缩短变压器供电
半径后，全村组电压低的问题才能得
到彻底解决。目前，阁山供电所已经
免费为她家更换了老化的线路及开关
等设施，并引导她错峰用电，这样即可
使用电饭煲及取暖设备。

阁山供电所所长郭科伟告诉记
者，在山区高海拔村，通常只有行政村
安装了变压器，致使分散在距离较远
的村组供电半径过长，最长距离已超
过 2公里，这是导致大汗、黄家巷两个
村用电难的主要原因。去年，供电公
司根据统筹安排，筹集资金，在陆续解
决这两个村组供电半径过长问题。郭
科伟说，新设一台变压器的成本大概
15万元，全部由公司承担。

构建“亲情式”服务体系

国网樟树市供电公司党委书记
张志平向记者介绍，山区农村留守老
人日渐增多，针对他们年纪大，对电

气知识掌握少，安全意识不强的情
况，“党员服务队”为留守老人建立了
特殊的客户服务档案。公司采取划
片分区的方式，各供电所承包各自供
电区域内的留守老人，推出了上门服
务、定期走访和电话接访机制，构建
起“亲情式”服务体系。除每周通过
电话询问用电情况，提醒用电注意事
项之外，供电所工作人员还常态化上
门检查用电线路和用电设施，宣传安
全用电常识，面对面解决留守老人的
用电难题。

据了解，每逢严冬来临之际，国
网 樟 树 市 供 电 公 司 还 启 动 应 急 预
案 ，落 实 冰 雪 灾 害 预 防 预 警 责 任
制。为防止大汗、黄家巷等偏远山
区乡村的电网沿线树木、毛竹因积
雪、覆冰而影响线路供电，公司组织
员工及村民有序砍伐，同时加强巡
查，对覆冰的架空线路及时除冰，确
保配电线路安全运行，给偏远山区
群众一个安稳的“暖冬”。

供电公司“党员服务队”为大山深处群众用电“体检”

这里的留守老人有“暖冬”
邮箱：317737603@qq.com
电话：0791-86849791
新浪、腾讯微博@童梦宁

本报记者 童梦宁

受近期强冷空气影响，地处
海拔600余米山腰的樟树市店
下镇大汗村、阁山镇黄家巷村的
气温已降至0℃以下，家家户户
的电暖器、电热毯等取暖设备都
派上了用场。然而受线路老化、
电器使用不规范等因素影响，留
守老人家里的电表、开关、插座
及家用电器屡遭短路停电，有时
连照明灯、电饭煲也用不了，给
当地群众生活带来很大不便。

大汗、黄家巷两个偏远山
村共有540余户，其中逾8成为
留守老人家庭。为确保村民安
全放心用电，温暖过冬，元旦期
间，记者跟随国网樟树市供电公
司“党员服务队”电工师傅，翻山
越岭进深山，上门逐户排查电路
故障，更换老化的线路及开关，
消除居民用电安全隐患。 电工师傅检测留守老人房屋外墙的电表箱电工师傅检测留守老人房屋外墙的电表箱。。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童梦宁童梦宁摄摄

读大专承诺兑不了现又不退款
记者介入，私收款项如数退还

曹汉斌告诉记者，他儿子叫曹润
宗，2020年中考成绩是 513.5分，被余
干二中录取，于去年9月入读高一。

“2020年11月，儿子告诉我，学校
给新生建学籍时，发现已经有人用他
的身份证建过了学籍。”曹汉斌立即进
行查询，发现在 2019 年，曹润宗被人
冒用了学籍号，并且在 2019年 9月进
入余干县私立中英文学校就读，2020
年已经是高二学生，并将于2020年12
月参加学业水平考试。

曹汉斌告诉记者，为此他多次
到余干县教体局反映情况，一方面
要求尽快解决儿子曹润宗的学籍问
题；另一方面要求查明真相，是谁在
冒名顶替，又是谁在背后操作冒用假
身份建学籍的。

令曹汉斌气愤的是，至今余干县
教体局没有给他一个明确答复，只是
告诉他曹润宗的学籍已经解决。

对此，1月 5日，余干县教体局负
责纪检监察的党委委员叶斌太告诉记
者，接到曹汉斌反映的情况后，他们立
即展开调查，发现确实有人冒名曹润

宗上了高中。
叶斌太介绍，通过当地公安部门

的调查，盗用曹润宗身份证建学籍有
4名老师参与，目前已经对这4名教师
进行了处理。另外，余干县教体局还
派出工作人员与上饶市教育局、江西
省教育厅进行了沟通，已经取消了冒
名者的学籍身份，同时取消了冒名者
参加学业水平测试的资格和参加高考
的资格，同时为曹润宗建好了学籍。

那么，是谁在冒名曹润宗上高
中？为什么要盗用曹润宗的身份？叶
斌太表示，根据 2019年江西各考区规
定，余干县普通高中最低录取控制分
数线是 300 分，对低于最低分数线的
考生，教育部门一律不办理普通高中
学籍。

这就意味着 300分以上的考生才
有上高中的资格，这是余干县考生上
高中的最低门槛。

“冒名者只考了 267分，上不了高
中，他的家长想到了用曹润宗的身份
来办理学籍。”叶斌太告诉记者，这其
中有曹润宗初中时的班主任、余干县

私立中英文学校的一名老师等4人参
与其中，已经按照有关规定，对他们进
行了辞退等处理。

对于余干县教体局的回应，曹汉
斌并不满意。他告诉记者，至少有 3
个疑团没有揭开。首先学籍是要教育
部门审核，区区 4 名教师就能完成？
其次是对4名教师的具体处理结果也
没有公开。第三，曹润宗的学籍虽然
解决了，有参加高考的资格，但是学籍
显示是从余干县私立中英文学校转入
余干县二中，造成曹润宗档案中出现
就读过两个高一的情况，这会不会对
曹润宗今后参加各种考试选拔政审等
方面带来隐患？

对于曹汉斌的忧虑，叶斌太表示，
可以把余干县教体局对4名教师的具
体处理结果给他看，并表示后续不会
对曹润宗参加高考、今后考公务员等
带来影响。

当记者向叶斌太要一份县教体局
对 4 名教师的具体处理结果时，却遭
到拒绝。“不是不可以给你，关键是我
还要请示领导。”叶斌太这样解释。

有学生被人冒名上了高中
余干县教体局称已处理涉事教师

本报记者 洪怀峰
邮箱：404256486@qq.com
电话：13607089528

1月3日，上饶市余干县读者曹汉斌反映，其子2020年才开始读高
中，但学籍显示2019年就已经入学。他多次去余干县教育体育局，要求
查清其子的学籍是如何被他人冒名的，但余干县教体局没有告诉他具体
的处理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