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42年（北
宋庆历二年），21

岁的王安石进士及
第。与此同时，同样的好

消息也传到了同为江南西路
的吉州太和（泰和县）爵誉村和

漆田村，村里周姓这一榜中了四名
进士：周伦、周庆章、周僎、周倚。

与王安石同科，同一家族“一榜四进
士”，至今仍传为美谈，原因何在？答案隐
藏在两村外如今依然清水汩汩流淌的圳渠
中——一项始建于937年、入选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和世界灌溉遗产工程名录的水
利工程系统——槎滩陂渠。当前，扩内需
就是要抓项目；抓项目就是抓发展、抓民
生、抓后劲。近日，记者走访槎滩陂，
感受江西先贤“抓项目”的智慧与

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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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国医大师和学科专家组智慧，
发布《江西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中医防治方案》；9批次 51名医护人员
紧急驰援湖北武汉、随州、蕲春及江西
新余等地，抢救治疗新冠肺炎患者239
名；建成新冠肺炎省级中西医结合定点
救治医院，收治的 29名新冠肺炎患者
实现零死亡、零投诉、零感染；组建中医
药专家组奔赴乌兹别克斯坦，抗击疫
情；推出一批自拟方，制定江西省新冠
肺炎预防和康复食疗方案……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中，
江西中医药大显身手，为新冠肺炎中
医药防治贡献了“江西力量”。累累战
果的背后，是一代代江中医人用智慧
和实践凝聚的中医学、中药学学科自
信，更是江西中医药大学近年来对标
国家“双一流”总体要求、聚焦社会服
务创新学科建设交出的“成绩单”。

对此，江西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
徐兰宾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不是

“弯道超车”，而是“变轨超车”，一流学
科 建 设 开 启 了 学 校 内 涵 式 发 展 新
格局。

高层次中医药创新人才培养一直
是高等中医药院校一流学科建设亟待
破解的难题。江西中医药大学坚持

“守正”与“创新”并举，创办了岐黄国
医书院，探索并实践了现代院校教育
与传统师承教育相结合的中医临床人
才培养新模式。

以修炼中医核心素质为根本，以
强信念、颂经典、重临证与倡悟性、善
传承、勤总结为重点，岐黄国医书院着
力强化学生中医思维和中医辨证论治
能力，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确立为人
才培养模式改革试点唯一单位，获批
国家级中医药高层次人才培养专业基
地。此外，学校还通过“引凤筑巢、树
人留才”，建成包括 2个国家工程研究
中心、1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和教育部重
点实验室在内的省部级平台 40多个，
院士工作站吸引了院士、长江学者、杰
青等一批高层次中医药人才竞相加
盟，培养了大批本硕博优秀毕业生，推
动学科建设不断朝着“一流”迈进。

发挥学科优势服务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既是一流学科建设工作的着眼
之处，也是高校自身走内涵式发展道
路的重要落点。

“我校一流学科建设坚持产学研
结合，将‘技术成果研发转化’作为服
务社会的动力源，不断突破产业技术
瓶颈，为中药全产业链提供技术服务，
为建设中医药强省提供强有力的人才
智力支持。”校长左铮云介绍。

针对中药现代化和产业发展的痛
点难点问题，学校中药学在中药制药
装备及关键技术研发上接续发力，研
发高速压片机等 16台（套）新型中药智能制药装备，创新中药
片剂、食疗香疗产品生产集成等关键技术28项，服务550余家
中药企业，主要产品广销海内外，销售额超百亿元。

热敏灸是江西中医药大学中医学原始创新成果，曾获国
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该技术目前已覆盖全国 500多家医疗
机构和意大利等 20多个国家，每年带动全国灸疗养生保健及
艾条灸具生产、销售等近千亿元的产业发展。

依托强大的优势学科技术团队支持，学校在对接地方产
业发展的同时，也有效促进了脱贫攻坚。近年来，学校建立了
覆盆子等16种药材标准化生产技术体系，建设了5600余亩中
药材示范基地，精准帮扶两个贫困村2100余贫困户顺利脱贫。

据不完全统计，近五年，学校承担企业委托项目近百项，
产生直接经济效益超数百亿元，有力助推了江西中药制药现
代化发展。2019年，江西中药行业主营业务收入跃升全国第
四位。

杏林文化、旴江医学、建昌帮、樟帮……对江西中医药大
学一流学科建设而言，这些早已融入江西历史文化的血液中
的医药文化符号，既是资本，也是重担。如何保护好、发掘好、
发展好、传承好中医药瑰宝，是江中医人必须回答的时代
之问。

近年来，学校成立了旴江医学研究会和江西文化研究会
中医药文化研究分会，推动旴江医学传承研究项目列入国家
级中医药传统知识与技术挖掘示范研究项目，同时深入开展
名医名家学术思想挖掘与传承工作，创办了国医堂、岐黄国医
研究室以及一批名老专家传承工作室。“看得见、听得懂、用得
会”，学校大力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播，建设了江西中医药文化
馆，在省内 7所中小学挂牌成立宣传教育基地，打造了一批中
医药文化传播平台。

传播不止步于国内，学校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
医疗服务、人才培养、科研攻关等方面的合作，与韩国世明大
学、加拿大阿尔伯塔中医针灸学院等高校联合培养中医药人
才，与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合作开展
中药学技术攻关，建设了中乌传统医学中心、中国—北欧中医
药中心等医疗服务中心等，推动中医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为建设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力量。

民生为本——“昔凡硗确
（贫瘠）之区，至是皆沃壤矣”

启示一：项目建设，既关系到一时一地
的发展，更关系到长远后劲和民生福祉。

科举兴盛、人才辈出，无疑扎根于坚
实的经济基础之上，是一两代甚至几代
人的筚路蓝缕、厚积薄发。江西先贤
对水利的认知十分清楚，“国家以民
食为重，而水利民食之源。然水之利
虽大而为祸也烈，故防川之策不可
少也。”

槎滩陂水利系统位于罗霄山
脉脚下、吉泰盆地西端边缘，算不
上在平原大川或通衢大邑。这一
带河道众多，在为农业生产提供丰
沛水源的同时，也易导致水旱灾害
频发。在爵誉村周氏祠堂内，记者
见到一块嵌于墙壁中、保存完好的
石碑。石碑长约1.8米、宽0.6米，碑首
圆弧形，刻有圆日和云饰。“里之有槎滩、
碉石二陂，自余周之先御史矩公始创也。”
石碑上刻有《槎滩碉石二陂山田记》，细述
了槎滩陂建造缘由与管理情况，碑文落款
时间为“皇祐四年”，即1052年。

碑文写道：“（周矩）公本金陵人，避唐
末之乱，因子婿杨天中敕守庐陵，卜居泰
和之万岁乡。然里地高燥，力田之人岁罔
有秋，公为创楚……”从金陵（今南京）一
带迁居泰和后，周矩发现当地田地地势较
高，易致旱情，往往每年秋天难有收成，哀
民生之艰苦，于是决定修筑槎滩陂。经过
精心设计与艰苦努力，槎滩陂建成后“灌
溉高行、万岁两乡九都稻田六百顷亩……
自近徂远，其源不竭。昔凡硗确（贫瘠）之
区，至是皆沃壤矣。”

中国古代以农业为立国之本，富国首
在利农，利农端资水利。站在爵誉村口向
外望去：开阔的沃野在太阳的照耀下显得
格外滋润、一派生机。正是有了可靠的水
源灌溉，瘠薄的田地成为沃壤，吉泰盆地
逐步成为江西的“粮仓”之一。自 937 年
始建陂后，爵誉村一带人才辈出，甚至百
余年后的 1042年出现“一榜四进士”的盛
况。据统计，爵誉村周姓家族历史上共有
20多人考上进士。村里祠堂前至今立有
庆贺清代嘉庆年间进士周作楫的两块旗
杆石。

据水利专家介绍，槎滩陂历经 1000
多年，曾多次维修，不断得到拓展和完
善。如今这千年古陂灌溉面积已增至 5
万亩。其中据 1938 年重修槎滩陂志记

载：“泰和槎滩陂，创自南唐，载诸通志，迄
今千有余年矣。考其平时，蓄水灌田，数
逾万亩，实为全邑水利工程之冠。”

科学务实——以简驭繁，
“低作堰”而无需“深淘滩”

启示二：项目谋划是项目建设的前提
和基础，也是一门科学、一门技术活。

“槎”，是枝丫、木桩的意思。《槎滩碉
石二陂山田记》记载：“（槎滩陂）处早禾江
之上流，以木桩、竹筱压为大陂，横遏江
水，开洪旁注，故名槎滩。”

槎滩陂号称“江南都江堰”，历史上虽多
次重修而不毁，稳稳当当地造福赣地千年，
关键在于建陂时的科学理念和务实行动。

一是“低堰分洪”，因应自然，就地取
材，以周边山林盛产的竹木作为坝体材料
压实。与四川都江堰不同的是，由于槎滩
陂河流上游山区森林茂密、植被完好，加
上选址合理，堰坝泥沙淤积少，只需要“低
作堰”，无需“深淘滩”，以简单的工程措施
实现了最大的灌溉效益，极大节约了建管
成本。迄今，堰坝仅高约 4 米，既符合我
国古代工程技术水平，更有利于发挥堰坝
的分洪作用。

二是“主副双堰”，可连续分洪，主堰
坝长 105米、设有竹木伐道，副堰坝长 177
米、设有冲砂闸。副堰处于下游，比主堰
略高0.1米，高度差把握精当，既发挥主堰
分洪作用，在汛期又能通过副堰将多余的
洪水排走，防止冲毁灌渠。

三是“截弯流直”，堰坝选址在河道大
角度拐弯处，“横遏江水，开洪旁注”，因势
利导，让河道与灌渠形成直线，既保障灌
渠水流通畅，又防止泥沙淤积渠首。多余
的洪水“旁注”，避免对木竹堰体造成直
接冲击，确保堰体稳固、安全。

四是“陂下有陂”，为进一步扩大
灌溉面积，更好地发挥水陂的灌溉效
用，周矩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于

“（槎滩）陂下仅七里许，伐石筑减水小
陂，潴蓄水道”。即用石头筑了一道挡
水坝，“穴其水而时出之，故名碉石
也”，以存贮水源，调节河水，根据农时
需要用于农田灌溉、百姓生活和河道生

态，惠及流域上下游。

质量居先——堰基数百年
红条石仍在发挥工程效益

启示三：质量是项目的内在生命力，
项目有质量才有生命力、才能带来实实在
在的效益。

走进槎滩陂，满眼清朗，这一带草木茂
盛，气泽湿润，水清甘洌，如今已成为游览
胜地。与许多古代水利工程几易其址或湮
灭无闻不同，得益于堰陂科学的设计、生态
的理念、良好的质量，槎滩陂历经千年而未
毁，一直发挥水利效益并延续至今。

《槎滩碉石二陂山田记》中记载，“（周
矩）既而虑桩、筱之不继也，则买参口之桩
山暨洪冈寨下之筱山，岁收桩木三百七十
株、茶叶七十斤，竹筱二百四十余担，所以
资修陂之费。”通过购买山林，为槎滩陂提
供了质量可靠、供应稳定的木料和竹材。

据当地史志记载，槎滩陂自 937年修
建，作为竹木土陂运行 300 年左右后，南
宋时期由当地乡绅出资开始用石陂取
代。1988年，在槎滩陂坝上发现有三块刻
有修陂纪年的条石：明代刻有“嘉靖十三
年蒋氏重修”（1534）的条石；明代万历年
间刻有“甲午严荘蒋重修”（1594）的条石；
清代刻有“乾隆庚戌”（1790）的条石。

记者现场看到：在槎滩陂主堰坝基脚
处，仍有 20多根红条石层层垒叠，有铆形
构件的锁痕；红条石长约4米、宽0.4米、厚
约 0.5米。1983年冬，当地对堰坝进行重
修，用混凝土加固加高堰坝，对筏道、排沙

闸干渠作了维修。泰和县水利局局长罗裕
慈介绍说，这些红条石虽历经数百年，目前
依然发挥着消力水流、抵御冲刷的功能，以
防止堰基不被下泄河水掏空。如今堰坝除
用混凝土加固外，基本保留原状，表明工程
建设和管理质量的可靠保障。

永续发展——“谨始虑终”
“图惟永久”

启示四：提高项目谋划的针对性、有
效性和前瞻性，让项目持久造福百姓。

在江西，抚州的述陂、千金陂，吉安的
梅陂、袍陂均有名气。槎滩陂并不是建成
年代最早、灌溉面积最大的古代水利灌溉
工程，但它有着很强的生命力，除了设计
建设科学务实等原因外，管理上注重永续
发展是关键原因之一。

所谓“陂”，多为拦河横筑，也有顺流
斜筑，形成一条略高出水面的堤坝，分为
石陂、土陂或槎陂。槎滩陂建成后，周矩

“乃棁陂近之地，决渠导流，析为三十六
支，灌溉……稻田六百顷亩。”通过完善灌
渠系统，让工程发挥效益。

为让槎滩陂持久造福乡里，周矩家族
更是苦心孤诣，“斯固谨始虑终，图惟永久
云”。《槎滩碉石二陂山田记》约 700字，其
中三分之二的篇幅讲述了如何管理好堰
陂，让工程永续发展。碑文记载，周矩家
族专购山林“以资修陂之费，而不伤人之
财”，专购田地“以给修陂之食，而不劳人
之饷”，“由唐迄（今），靡有懈弛”“供赋赡
陂，岁有常数”。虽然槎滩陂为周矩所建，
但“先公之善，不特一乡而已”，规定“（乡
里）均受陂水之利，而不得专利一家”。对
于“苟或倾圮不治者”则“亟修葺之”；对于

“侵渔不轨者”则“疾攻击之”。
在此后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当地乡民

根据变化不断完善陂坝的日常管理。其
中以“泰和周氏爵誉族谱”和“南冈李氏族
谱”记载元代订立的《五彩文约》最为著
名。各族约定“务要齐心，用力杠整，以为
永久长远之计”。从五彩文约可知，槎滩
陂管理实行陂长负责和用水收费制度，陂
长在灌区的有业大户中产生，轮流值管。

对槎滩陂有专门研究的南昌大学人
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廖艳彬说，现代经济学
将土地、劳力、资本作为生产的三大要
素。槎滩陂作为江西古代一项灌溉工程
项目，不仅融合上述生产三大要素，更浸
润着中国古人的智慧与奉献，至今依然造
福一方，在世界范围内都留存下宝贵的经
验和深远的启示意义。

今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要求，
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
中国。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国家
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全面提高公共安
全保障能力，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全。

省应急管理厅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全国两会精神，坚持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更好统筹发展和
安全，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加
快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为
谱写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江西篇章、描绘好新时代江西改革发展
新画卷提供坚实安全保障，以高水平安
全促进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从四方面着力
完成“十四五”时期总体目标

到2025年，要确保形成统一指挥、
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应急
管理体制；建成统一领导、权责一致、权
威高效的应急能力体系；健全重大风险
防范化解机制，全面提升事故灾害风险
防控、应急准备、监测预警、处置救援、
恢复重建能力；安全生产、综合防灾减
灾形势进一步好转，各类安全生产事故
总量持续下降，重特大事故有效遏制，
发展安全保障更加有力。

省应急管理厅将坚决践行“对党忠
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竭诚为民”重
要训词精神，以“忠诚、为民，创新、实
干，清廉、奉献”为核心，培育塑造江西
应急文化，锻造应急管理铁军，全面加
强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抗灾救灾、应急
救援等工作，有效防范化解安全风险，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社
会发展大局稳定，为“十四五”开好局、

起好步营造良好安全环境，以优异成绩
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以改革为引领
着力完善应急管理体制机制

坚持对标对表深化改革创新，精
心编制实施应急体系和安全生产、综
合防灾减灾，以及应急管理信息化、应
急物资储备和应急管理装备、应急救
援力量建设等“1+2+3”“十四五”规
划。重点是深度融合安全生产、减灾
委员会和防汛抗旱、森林防灭火、抗震
救灾指挥部等“两委三部”统筹协调综
合职能，推动组建应急指挥部；按照国
家部署，实现部门准军事化管理；推进
我省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强
化危化、烟花爆竹、矿山、工贸等行业
领域安全监管及自然灾害应急抢险和
救助等方面行政执法；深化事业单位
改革，加强应急管理科学研究、宣传教
育、综合保障、风险监测预警、减灾备

灾、航空救援等保障支撑；特别是加强
基层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健全
组织体系、落实工作责任、强化保障能
力，打通应急管理“最后一公里”，筑牢
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以攻坚为主线
深入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

“十四五”时期，省应急管理厅将着
力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根本上消除事
故隐患，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完
善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
重预防机制。重点是深入开展安全生产
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实施好重大安全风
险管控“回头看”、隐患排查治理“清零”、
安全生产“打非治违”、高危行业领域淘汰
落后产能、企业技术改造升级、监管执法
能力提升、企业从业人员安全技能提升、
公共安全文化建设、“双千示范”工程建
设、应急救援能力提升等“十大攻坚战”，
以集中攻坚带动安全水平整体提升，牢

牢守住不发生重特大事故底线。

以普查为抓手
加快提升自然灾害防治能力

省应急管理厅将始终把人民放在
心中最高位置，统筹自然灾害防治，提
高防灾减灾抗灾救灾能力。重点是大
力实施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
普查，全面摸清灾害风险底数、查明承
灾抗灾能力、谋划风险数据应用、开展
风险评估和防治区划，推进自然灾害防
治能力“九项重点工程”建设；切实做好
洪涝干旱、森林火灾、地质灾害、地震等
灾害防范应对，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
判、避险转移和抢险救援；及时帮扶救
助受灾群众，推进因灾倒损房重建修
复，最大程度减轻灾害损失和影响，坚
决兜住民生底线，增进民生福祉。

以保障为重点
全面夯实应急救援基础支撑

在应急救援方面，将立足迅速响
应、科学应对、高效处置，不断提升应急
救援保障能力。重点是加强应急救援
力量建设，推动组建省级抢险救援专业
队伍，推动组建省级航空应急救援专业
队伍，实现抢险救援“空地一体化”作
战；开展地方专业森林消防队建设三年
行动，完善基础设施、加强经费保障、强
化规范管理；加快推进省级综合应急
（航空救援）装备物资储备库建设，健全
基层应急装备物资储备体系，探索实
物、协议、生产能力、家庭等多元化储
备；持续推动航空应急救援体系、智慧
应急等全国试点省建设，确保事故灾害
处置有力、有序、有效。 （龙卿吉）

以高水平安全促进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今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年，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催人奋进，一条条、一

项项举措，让未来可期。围绕全国两会和政府工作报告内容，我省应急管理系统将如何贯彻全国两会精神，“十四五”时期又将

怎样干？来听省应急管理厅主要负责人的声音——

MM2626直升机在进行吊桶洒水灭火直升机在进行吊桶洒水灭火

古人是怎样抓项目的
——““世界灌溉遗产工程世界灌溉遗产工程””泰和县槎滩陂的启示泰和县槎滩陂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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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双一流”开启新征程

3月9日，南昌市启音学校142名听障学生正用手语“唱”
国歌，表达他们内心深处的爱国情怀。 本报记者 杨 莹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