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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白鹤最近的地方”，这是南昌
高新区鲤鱼洲居民向游客介绍家乡的
全新开场白。目前，南昌高新区白鹤
小镇一期项目正在推进。这一新的规
划将为鲤鱼洲带来怎样的变化？“原本
充满‘年代感’的鲤鱼洲即将迎来一场

‘跨年代’的改变。”原五星垦殖场一位
老场长发出这样的感慨。

千亩藕田引来2800只白鹤

“芦叶满汀洲，寒沙带浅流”。眼
下，正值候鸟迁飞和集群越冬时节，鲤
鱼洲的浅滩沙岸上飞鸟翔集、鸣声阵
阵。“来到这里我才发现‘长枪大炮’都
派不上用场，这里确实可以说是‘离白
鹤最近的地方’。”一位来自武汉的摄
影师对记者说。

鲤鱼洲位于南昌高新区东北部，
东临鄱阳湖，是赣江和抚河下游一处
面积达 55 平方公里的洲滩。2020 年
10月下旬以来，这里的千亩藕田吸引
了约2800只白鹤来此栖息觅食，还不
断引来黑脸琵鹭、白脸琵鹭、绿头鸭、
反嘴鹬、鹤鹬等鸻鹬类候鸟，候鸟数量
创历年之最。

每年11月至翌年3月是鲤鱼洲冬
候鸟观赏期，5月至9月则是夏候鸟观
赏期。今年元旦小长假期间，有不少
市民携全家乘坐免费接驳车来此观
鸟。“我们在去年 11 月 21 日开通了观
鸟季周末和节假日旅客换乘车辆，引
导市民游客统一乘坐摆渡车前往观
鸟区域，避免私家车对候鸟的惊扰。”
南昌高新区鲤鱼洲管理处工作人员介
绍说。

72 岁的市民涂相桂则选择骑行
抵达这里。近日，他和老友从南昌县
八一乡出发，骑行 5 个小时到达红旗
联圩鲤鱼洲段。沿赣江南支025县道
一路前行，鄱湖堤岸、香樟隧道、湿地
松路、水杉大道……在他看来，每一条
线路都是一道美丽的风景。

此外，鲤鱼洲新规划了 22.5 公里
大循环线路和 18.4 公里小循环线路，
这两条生态绿道将打造南昌近郊和
鄱阳湖畔最美的田园马拉松赛道和
自行车赛道。“我年轻时在这里挑过
大堤，近几年变化好大，这次来发现
路上相当好骑了，一路都有导视牌，
在路上就感受到了白鹤小镇的氛
围。”涂相桂说。

传统垦区化身生态景区

“这里有全国最大的‘五七干校’
旧址（清华大学江西试验农场旧址、
北京大学江西分校旧址），这里也是
离白鹤最近的地方，这样的资源叠加
是不可复制的。”南昌高新区鲤鱼洲
管理处文化馆负责人杨卫兵如数家
珍般说道。

走进鲤鱼洲，仿佛走进了一场“年
代秀”。你也许很难想象，上世纪 50
年代以前的鲤鱼洲只是鄱阳湖边的一
片滩涂，随后经历了围垦造田到成熟
农垦企业的发展，今天这里依然保留
了粮食种植、水产养殖等传统主业。

观鸟周、采摘季、知青返乡行……
以农业为底色的垦区鲤鱼洲走起旅游
路线纯属“无心插柳”。当地旅游现状
以自发、散乱为主，配套设施尚不完
善。如何塑造持续吸引白鹤的生态韧

性，如何串联起丰富散乱的空间资源，
促进垦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这些
都成为南昌高新区谋划鲤鱼洲全域旅
游思考的问题。

2020 年 8 月 22 日，南昌高新区鲤
鱼洲白鹤小镇概念规划项目完成全球
招标，规划“一核一轴两带四区多节
点”空间布局，实施范围覆盖鲤鱼洲全
境。其中，“一核”为五星场部活力服
务核；“一轴”为联动高新技术产业的
科创智慧发展轴；“两带”为滨湖观鸟
生态带、滨水休闲活力带；“四区”则是
生态观光区、人文体验与科普研学区、
智慧与生态农业产业示范区、门户展
示与科创智谷区等；“多节点”则包括

天子河休闲节点等。
南昌高新区白鹤小镇项目计划总

投资约 100 亿元。作为南昌“跨江临
湖、揽山入城”举措的重要着力点，该
项目建设聚焦生态安全、生境丰富、空
间多样、文化多元，将以保护候鸟栖息
地、赋予场地新功能、提升区域新活力
的思路，打造鄱阳湖畔人鹤双栖生态
和谐共生示范区、都市近郊乡村振兴
与城乡融合示范区、国有农场改革与
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实现鲤
鱼洲湖、水、田、村协调共生和人、鸟、
居、业永续发展。

目前，一期项目已完成白鹤保护
小区主入口建设，改造提升了 3 座观

鸟屋、4座摄影棚，对大小循环线路沿
线进行了沥青摊铺、植物护坡、杆线下
地、标线施划等风貌整治，设置了6处
观景台和 4 座驿站，新建一处停车场
并添置公共座椅、自行车架、分类垃圾
箱等城市家具。

此外，千鹤文化村民宿、接待中
心、科普馆主体及屋面施工已完成，正
在进行内部装修等。该项目在启动前
将白鹤保护小区 300 亩藕塘扩大至
1050 亩，种植莲藕约 35 万公斤，这些
年初栽种的莲藕已成为候鸟越冬的美
食。未来，南昌高新区还将通过策划
白鹤小镇全年节庆活动，全方位推介
鲤鱼洲四季之美。

从充满年代感的传统垦区到生态时尚的旅游景区

鲤鱼洲的华丽转身
舒 雯 本报记者 陈 璋

因为村集体经济收入几乎为零，萍乡市安源区安源
镇石板村被村民戏称为“光板村”，这是 5 年前的事了。
如今的石板村，村集体年收入已超过120万元，成了远近
闻名的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样板村”。石板村的变化，
得益于近年来该村以党建为引领，以产业为抓手，走出了
一条符合本村经济发展的路子。

石板村靠近萍乡城区，但长期以来没有很好地把区
位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村民收入普遍不高，村集体经济

“一穷二白”。那时的石板村，是道路坑坑洼洼、房前屋后
垃圾成堆、村民出门灰头土脸的情景。村级经济发展不
起来，村民就业务工少活计，怎么办？是等靠要，还是立
足自身实际闯出新路来呢？

给钱给物，不如建个好支部。2016 年，安源镇党委
下派时任镇安全办主任的易坤担任石板村村支书，并把
一批党性强、能力强、服务意识强和带领群众致富能力强
的“四强”人员充实到村“两委”班子。调整后的村干部全
部拥有大专以上学历，且平均年龄较之前年轻了8岁，村
里活力大增。

村干部进村入户听民声、记诉求、解难事、帮到
位，并带头干、当表率，干部群众发展经济的热情被迅
速调动起来。此时，在如何开发使用好村里 23 亩工业
用地的问题上，大家争议很大。有的主张把地卖了，
用这笔钱来完善村里的基础设施；有的主张用这笔钱

给村民买保险，让村民过上安稳日子；还有的建议干
脆把钱分了……易坤和村干部一起耐心地做村民们的
引导工作：“手中没把米，唤鸡都不来。我们应该利用
这块地靠近工业园的优势，建标准厂房，吸引企业落
户。这样村里既有租金收益，又能为村民提供就业岗
位，实现可持续长久发展。”最终，村民们都支持村干
部的长远谋划，村里建起了 3 万平方米的标准厂房，仅
此一项，每年就可为村里带来 70 多万元收益。同时，
村里还建起了光伏发电站，每年可增收 10 万余元；将
老石板小学改造成总部经济大楼，每年可增收 30 多万
元。昔日村级经济收入的“光板村”，逆袭成发展村级
经济的“样板村”。

手头有钱好办事。在充分征求村民意见的基础上，
村里争取和配套一起投入 500 万元安装了自来水，解决
了以往一到冬季就喝水难的问题；争取资金1200万元建
起了新的石板小学教学楼，可容纳500名学生上学；投入
68万元安装了 280盏路灯，村里不再一到晚上就漆黑一
片；投入25万元建起村卫生室，村民小病就医可不出村；
投入35万元成立渔业专业合作社，带动34户贫困户就业
增收……

易坤高兴地说：“下一步，我们还将依托区位和资源
优势，大力发展红色旅游、农家乐等，让村民的日子越过
越红火！”

“光板村”是怎样成“样板村”的
彭清华 本报记者 曹诚平

春节返乡潮即将到来，奉新县社区加强公共场所疫情防控措
施，要求进入社区人员扫码、测体温、戴口罩，倡导非必要不返乡，
不聚会聚餐，做好个人和家庭防疫措施。图为宫保地社区干部对
进出人员测体温。 通讯员 陈彩霞摄

1月12日，民盟江西省委会、南昌市委会、西湖区总支联合开
展“送春联进社区进家庭”活动。图为工作人员将春联送至支援
湖北医务工作者詹亚琨家中。 本报记者 蔡颖辉摄

“自来水厂的老板真好，
从安装水管水表到用水，再到
日常维修，说啥都不收钱！”
1 月7日，上饶市广丰区横山镇
敬老院院长刘顺利满怀感激
送走自来水厂的抢修人员后，
赶紧通知该院 46 个老人可以
正常用水。

横山自来水厂由当地居
民项德强于 2000年创办，当初
只是作为农村饮水解困工程，
从附近小河把水抽上山顶的
蓄水池，然后再通过管道输送
到村民家里。经过多年的发展，
自来水厂启用一座水库作为新
的饮用水源地，确保合格的饮用
水输送到千家万户，供水范围覆
盖3个乡镇的10万余人。

企业不断发展壮大，项德
强没有忘记众乡亲。对于敬
老院、贫困户，以及周边 12 所
学校，水厂为他们提供各种材
料，免费为他们安装自来水；
对于横山镇敬老院以及该镇
五保户和贫困户，该水厂实行
常年免费供水，光是免收的水
费，一年就有20多万元。

今年 57 岁的贫困户项位
满，在村里开了一家理发店，
他妻子在村里做保洁。“理发
店和家里的自来水都是免费
的，这为我开店节省了不少成
本。”项位满说。

横山镇敬老院原来用的
是河水，水质不好。自从用上
免费的自来水后，老人们都说
现在的水要好喝多了。如今，
自来水接进每位老人住的房
间，并装上了抽水马桶，老人
上厕所的难题迎刃而解。

项德强做的好事远不止
这些。15年前，他从福利院领
养了一个婴儿，经医院一查才
知道，孩子是个脑瘫儿。早已
为人父的项德强没有放弃，带
着孩子去上海、北京等地求
医，光医疗费就花了几十万
元。项德强视脑瘫儿如己出，
精心抚养，经过悉心照料，孩
子 3 岁那年，终于奇迹般地站
了起来。接下来的10多年里，
项德强的艰辛付出，换来了脑
瘫男孩阳光般灿烂的笑容，以
实际行动诠释了人间大爱。

免费水润泽困难群众
本报记者 徐黎明

助推廉洁乡村建设

婺源线上公开村级“三务”
本报婺源讯 （记者余燕

通讯员江淦泉）“手指轻轻一
点，就能知道村里大小事务。
镇里这种做法好！”日前，婺源
县秋口镇洙西村村民胡茂华
开心地说。胡茂华常年在外
工作，对村里的党务、村务和
财务情况却一清二楚，这得益
于婺源县通过线上公开村级

“三务”的做法。
2020 年以来，婺源县推行

线上+线下村级“三务”公开，
除继续做好村内信息公告栏
公开外，还在各乡镇政府微信
公众号设置“三务”公开目录，
将 7 大项 23 小项党务、5 大项

30 小项村务和 8 大项 50 小项
财务内容通过线上发布，打造

“指尖上的公开栏”。
“去年7月特大洪灾过后，

受灾较重的浮溪村及时通过
线上+线下方式公开救灾物资
发放和灾后重建情况，得到村
民和外地乡友的一致好评。”
清华镇纪委书记李偲钦介绍，
采用线上公开村级“三务”方
式，大大提升群众的知晓度、
满意度和参与度，成为廉洁乡
村建设的重要抓手。据了解，
该县所有村（居）均已实现线
上线下“三务”同步公开，共公
开信息8200余条。

1月10日一大早，在樟树市经楼镇幸福院，79
岁的聂银顺起床后，来到卫生间，开始洗漱。“老
聂，这几天你的脸色越来越红润了。”同伴的调侃，
让聂银顺开心不已。“现在幸福院的生活条件越来
越好，人肯定会越来越精神嘛。”聂银顺笑着说。
谈笑间，同住在一个套间内的4位老人依次洗漱，
开始新一天的生活。

2006年，经楼镇投入 430万元，征地 60亩，建
起了现在的幸福院。去年又投资 200 多万元，进
行了全面升级改造。现在幸福院有 43 位老人居
住，4 人住一个 60 平方米的套间，沙发、电视、空
调、热水器样样齐全。

“幸福院见证了经楼镇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
被评为全省‘五星级’幸福院。在院内生活的老
人，现在吃得好住得好，文娱活动也是丰富多彩。”
该院院长黄卫华说，老人们每人每月 625 元的生
活费由政府承担，院里还组织有劳动能力的老人
种菜、养猪，增加收入。

“在幸福院吃穿不愁，工作人员把我们当亲
人，关爱有加。”聂银顺笑着说，“每周工作人员都
会帮我们洗两次澡，修一次脚、剪一次指甲。院里
还有医务人员，身体不适可以随时得到治疗，这样
的生活，你说能不幸福吗？”

幸福院里的幸福生活
王勤保 本报记者 邹晓华

◀ 1 月 11
日，成群候鸟在
鲤鱼洲嬉戏。

▲ 鲤 鱼 洲
沿 路 提 示 市 民
游客轻声慢行。

通讯员 舒 雯摄

本报新干讯 （记者李歆
通讯员罗小群、陈小华）去年
以来，新干县主动作为，多举
措防范和化解欠薪风险隐患，
铁腕根治欠薪问题，有效维护
社会和谐稳定。2020 年，该县
共受理接到的工资纠纷投诉
案件及信访件 196 件，调解处
理 166 件，立案 30 件，结案 29
件，涉及劳动者922人，涉及金
额1500万余元。

该县完善机制，加强组织
部署，明确各成员单位职责、

任务，建立定期督查、调度工
作机制。同时，集中开展《保
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及相
关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宣传
活动，发放宣传资料共计 5000
余份。在此基础上，该县实行
多部门联合督查、联合办案机
制，严厉打击恶意欠薪行为，
并进一步强化失信惩戒，将严
重欠薪企业及时纳入“黑名
单”管理，在市场准入、招投标
资格、新开工项目施工许可等
方面予以限制。

新干铁腕治欠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