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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离不弃
照顾瘫痪老伴10载

本报记者 陈 璋

“老太太瘫痪了10年，老伴一直不离不弃地照顾。”近日，
南昌市青山湖区站东街道 75岁老人陈细民的故事在当地成
了佳话。

10年前，65岁的陈细民和妻子万菊花过着安详的晚年生
活，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打破了平静。万菊花突发脑内血管
破裂压迫神经，被医院抢救回来后便瘫痪在床，话也说不出
来。面对打击，陈细民短暂悲伤后，开始全天候照顾妻子。

10年如一日，陈细民每天帮老伴擦身、按摩腿脚，让她肌
肉尽可能延迟萎缩。即使在盛夏，万菊花也没长过褥疮。除
了雨天，陈细民每天都会用轮椅推着老伴到小区散步，让她
心情舒畅。

3600多个日夜，陈细民像照顾孩子一样照顾老伴。虽然
老伴不能说话，但她的每一个眼神、每一声哼哼，陈细民都能
读懂。让他坚持下去的，是多年夫妻的情分。“我年轻时因为
工作很少照顾家庭，老伴付出了太多。如今她瘫痪在床，悉
心照顾是对她最好的补偿。”陈细民说，儿女都有各自的工作
和生活，压力很大，自己也尽量不去烦扰孩子们。

进城不再愁 村口开来幸福车
——偏远乡村东坑村的公交故事

本报记者 邹晓华 文/图

江西新增6家
省级生态旅游示范区

本报讯（记者龚艳平）3月15日，记者获悉，省文化和旅
游厅、省生态环境厅认定 6家单位为省级生态旅游示范区。
至此，我省目前有35家省级生态旅游示范区。

此次入选省级生态旅游示范区的为：吉安市泰和蜀口生
态岛、赣州市崇义君子谷野果世界、南昌市安义古村群、新余
市凯光新天地、九江市修水东浒寨、抚州市宜黄曹山。

记者了解到，省级生态旅游示范区申报实行一年一报
制，申报单位应具备以下条件：具备良好的自然生态系统及
与之协调的人文生态系统；具有明确的生态功能和生态保护
对象；生态旅游发展理念与实践在全省具有较高的示范价值
等。我省对省级生态旅游示范区实行“动态管理、能进能退”
的复核管理机制。

河道清淤
为春耕灌溉做准备

本报南昌讯 （记者邹晓华）3月 11日清晨，抚河故道南
昌小蓝经开区金湖管理处虎山新河河段，一阵机器的轰鸣声
打破了河面的宁静。吸淤泵、挖泥机、工程车正在河道作业，
挖掘机不断挖掘淤泥，整个施工现场有条不紊。一辆辆满载
淤泥的运输车缓缓驶离河道清淤现场。

虎山新河是抚河故道的支流，由于长期雨水的冲刷，泥
浆、沙石不断冲入河道，造成河床淤泥过多，影响了河道的干
净与整洁，弱化了河道的蓄水能力也带来了污染。“现在正值
枯水期，此次清淤工程，也为春耕灌溉做好准备。”虎山村委
会主任殷谷泉说。据了解，此次清淤工程是今年金湖管理处
人居环境整治的一项重要民生工作。

江西财大成立
“雷锋国际志愿者队”

本报讯 （记者曹诚平）近日，江西财经大学海外教育学
院成立“雷锋国际志愿者队”。当日，海外教育学院的老师向
留学生们讲述了雷锋的事迹，诠释了什么是雷锋精神，并向留
学生们赠送了有关雷锋的书籍，鼓励大家弘扬雷锋精神。随
后，留学生们走进南昌市西湖现代康复教育中心，与小朋友
们一起玩游戏、做手工，还向小朋友们赠送了图书、零食等。

“雷锋国际志愿者队”由该校国际贸易学院在读博士生、
来自孟加拉国的吴迪（中文名）发起成立，目前有15名留学生
加入。去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吴迪留在南昌当志愿者，
为师生们发放防疫物资、测量体温。他还写了30多篇文章在
孟加拉国媒体发表，讲述中国人民可歌可泣的抗疫故事。受
雷锋精神感染的他，决定发起成立“雷锋国际志愿者队”，让
更多的留学生了解雷锋、学习雷锋。

3月13日，庐山市在桃花源开展“非遗进景区”活动，将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西河戏”搬进景区进行展演。 通讯员 韩俊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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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库移民的新生活
本报记者 徐黎明

“夏正生，2400元；王向琴，3600元……”3月14日，
万年县上坊乡万福新村的 109户库区移民，高兴地领
到移民扶持补贴。2020年，库区移民们可谓收获满满，
除了各种惠民补贴，在家门口务工经商有数万元不等
的收入，日子越过越滋润。

上坊乡夏营村委会共有 109户 518人。由于村民
原居住地被规划建设一座中型水利枢纽工程，需整体
搬迁。2018年4月，该县在县城边规划建设万福新村，
作为水库移民的安置点。2020 年，村民们陆续搬入
新居。

初春的万福新村，一排排新建的小楼整齐明净，在
蓝天白云的映衬下美如画卷。“每户都是一栋三层小楼
房，统一规划，统一风格。”夏营村党支部书记夏义涛介
绍，村民每人每年可获600元的移民扶持补贴。同时，
当地政府推出各种举措，扶持移民后期发展，真正做到
移民“移得出、稳得住、富起来”。

在装修一新的家里，左手残疾的脱贫户陈松良高
兴地向记者介绍房屋的装修。陈松良今年50岁，有一
手油漆的手艺，去年从深山搬到万福新村后，他在县城

建筑工地谋得一份刷油漆的工作。尽管去年受疫情的
影响只干了半年活，收入仍达5万元。

夏营村委会所辖的 5个村小组，原先居住在低洼
的山沟里，十年九涝。不仅出行不便，孩子就读也很困
难，村民到镇卫生院看病，往返要花一天时间。现在，
孩子们读小学安排在万年县一中附小，中学在万年县
第一中学，幼儿园也是公立的。

“新家开启了新生活，既能照顾家里老小，收入又
翻了一番。”夏爱菊在村口开了一家饭店，两个孩子在
万年一中就读，饭店每年纯利润6万余元。目前，她正
在筹划乡村民宿的发展项目。

与万福新村一路之隔的是万年县第一中学，不少
学生家长租住在万福新村陪读，村民们的房子由此身

价倍增。陈松良出租了两间房，一年有6500元的租金
收入。在万福新村，所有移民出租了部分房屋，仅此一
项每户年收入就达6000元至2万元不等。

万福新村靠近工业园区，村民不仅可在家门口实现
就业，还发展了多种经营。今年37岁的夏义告，往年在福
建一家服装厂务工，收入一般。去年起在移民新村开了
一家便民超市，年纯收入8余万元。

“腰包越来越鼓了,我们农民也要学会享受生活。”
陈松才是一名水电工，搬入新村后，在县城承包水电安
装工程项目，收入可观。谈到今年的愿望，陈松才说他
准备买一辆小汽车，闲暇时带着家人出去旅游。

移民新村里，不时传出爽朗的笑声，孕育着新的
希望。

2月2日清晨，乐安县鳌溪镇东坑村，阳光透过露
珠，在叶端散发出五彩的光晕，林间弥漫着薄薄的雾
气，传来阵阵鸟鸣。一辆公交车沿着弯弯的公路开
来，在村口稳稳地停下，载上村民带着山货，往县城
驶去。

“以前的班车空间小，我一上车就晕，票价还要
10元钱。现在，公交车宽敞、干净，票价只要3元钱。”
面对记者采访，一名村民高兴地说。

东坑村是乐安县的一个偏远乡村。以前，村民
去县城只能乘坐私人经营的班车，车况差、票价贵。
2016年，抚州长运乐安欣达公交公司开通了村镇公
交班线，村民的出行得到极大改善。公交车还成了
村民送货的“快递车”。

“公交车给我的出行带来了方便，更重要的是方
便带货。”今年52岁的肉蛙养殖户熊连梅说，“以前送
货到乐安县城，一趟最少要100元运费。现在我只要
将肉蛙用筐子装好，放到公交车上，司机就会帮我带
过去，送一次货只需 3元钱。一年下来，节省运输成
本近万元。”

“我们村家家户户种菜，以前菜多了，只能喂猪
喂鸡。自从开通了公交车，我们每天坐早班车送菜
到县城的菜场去卖，收入增加了不少。”村民阙寿
山说。

村镇公交车，不单单是村民出行的交通工具，还
成了连接村民和家人情感的纽带。“今天我麻烦公交
车司机帮带点萝卜、南瓜和一只土鸡到县城去，都是

我女儿爱吃的，女儿会到公交站来接。”村民阙大妈
拎着一些菜在路边等候。没想到，车子刚停，公交车
司机王红雷先提出一箱水果，递给了阙大妈：“这是
你女儿要我带给你的。”阙大妈一手接过来，开心地
笑了。妈妈牵挂着女儿，女儿也惦记着妈妈，公交车
成了传递温情的“暖心车”。

行驶在山间道路上的公交车，还是儿童“接驳
车”。谁家孩子要去城里亲戚家，大人不用送，孩子
跟车走，到站亲戚来接。王红雷和同事们的身份也
在驾驶员、快递员和托管员之间转换。

今年 10岁的阙友琴在东坑小学上三年级，她家
离学校约3公里，以前都是步行上学，公交开通后，她
和小伙伴们每天免费坐公交车上学。

记者了解到，自乐安城乡公交一体化项目启动
以来，对原有客运班线重新进行了规划，开通镇村公
交线路 11条、城乡公交线路 29条。截至目前，全县
16个乡镇176个行政村全部开通了公交班线。

村村通公交，生活节节高。村民享受着幸福公
交带来的便利，信心满满地迈向小康生活。

乐安县村镇公交车成村民的幸福快车。

汤显祖家族墓园陈展馆
建成开放

本报讯（记者龚艳平）3月11日，记者获悉，抚州汤显祖
家族墓园陈展馆于 3月 15日正式对外开放。汤显祖家族墓
园陈展馆位于墓园遗址西南侧，建筑面积为 430平方米。展
馆以考古为依据，以文物为基础，以家族关系为重点，讲述了
汤显祖及其家族的故事。

汤显祖家族墓园位于抚州市文昌桥东灵芝山，占地1000
余平方米。该墓园的发现，缘于 2016年 11月文昌里历史文
化街区的改造工程。2017年5月，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启
动了对文昌里汤显祖家族墓园遗址的考古勘探工作，埋藏在
地下400余年的汤氏家族墓园终于露出了真容。

几场春雨过后，赣江联圩段水位快速上涨，出于安全
考虑，南昌市新建区联圩镇一带群众纷纷绕道出行。65岁
的船工涂二学，与芦州渡口相守了24年。2月7日，万安县
韶口渡口停运，芦州渡口成为赣江上最后一个公路渡口。

芦州渡口是联圩镇通向赣江新区不可或缺的渡口，因
而，早日“渡改桥”也是新建区、联圩镇广大干部群众急切
的期盼。

群众难享“自由行”
新建县人民政府（未撤县设区时）1997年 9月批准设

立芦州渡口，架起所辖的联圩镇至樵舍镇的水上交通。
“因芦州地区（联圩镇前洲村、后洲村的统称）所处的

特殊地理位置，以及联圩、樵舍两地车辆日渐增多的趋势，
设立了芦州渡口。”新建区渡口管理站站长廖国平介绍
道。2004年之前，渡口由省公路局管理，后来按照谁经营
谁管理原则，转由联圩镇管理。原本以捕鱼为生的涂二
学，在设立芦州渡口之后，以每年 2万元的价格承包了渡
口的经营权，渡口开放时间为每日6时30分至17时。

“接驳群众过江，没有具体的时间点，有需求的群众，
哪怕是一个人，也会空船接群众过江。”涂二学指着渡口的
公示牌，打开了话匣子：“上面专门用大号字写下了电话号

码，有过江需求的群众可以打电话。”他补充道，群众过江
的收费是 2元/人次，20元/车次。最高峰时，一天能运送
好几百人。枯水期来回一趟大约一刻钟，丰水期大约需要
半小时。

眼看汛期来了，涂二学感慨道，渡船又将面临停运。
停运之后，出行的群众要绕道，很不方便。“汛期超过警戒
水位、恶劣天气都要停运，还有渡船维修保养也停运，一年
差不多要停运3个月。”联圩镇交通站站长涂捷介绍。

只盼“东风”吹两岸
据介绍，当时联圩镇及周边地区依靠仅有的昌邑大桥

过江，芦州渡口发挥了巨大作用。随着堤顶公路的完善，
芦州公路渡口的性能逐渐弱化。此外，赣江横亘在联圩与
樵舍（现已纳入赣江新区管理）之间，阻碍了联圩的经济社
会发展。

联圩镇后洲村党支部书记涂永生说：“联圩镇的群众
都愿意将农产品卖到樵舍镇，价格比联圩一带要高。此
外，赣江新区设立后，务工机会多了，附近群众过江进城
务工，上班要赶渡船，下班也要赶。错过末班船，就要兜
圈子。”

事实上，新建区以及联圩镇一直在谋划“渡改桥”。

2008年，新建区已经完成了桥梁的设计图、环评、项目建议
书等材料。据联圩镇副镇长杨振介绍，这些费用花了近
200万元。但测算建设资金需要3.6亿元，争取到省市建设
资金近 1亿元，而地方财政需要配套资金 2.6亿元。因财
政紧张，项目暂时搁浅。考虑到联圩片区只有昌邑一座大
桥，因此在芦州渡口上游3公里处修建了丰乐大桥。

“丰乐大桥建设资金1000万元，只是赣江支流上的一
座桥，对接的是南昌县南新乡。”涂捷说，“芦州渡口在赣江
主航道上，‘渡改桥’对接的是赣江新区。”

近年来，全省农村改渡建桥新建成桥梁 621座，撤销
农村渡口 800个，惠及全省 11个设区市、90个县（市、区）、
383个乡镇、616个村，受益群众达 1000多万人。目前，仍
存在部分大江、大河、大湖的农村渡口亟待改渡建桥。因
而，此次省交通运输厅又启动全省农村渡口改渡建桥需求
调查表，新建区第一时间上报了芦州渡口“渡改桥”项目，
建设原因比之前申报时更加详细——“‘渡改桥’后可撤销
赣江主航道联圩芦州公路渡口，消除渡运安全隐患，方便
群众出行，提升南昌主航道船舶通行能力和通行安全，打
造大南昌都市圈”。由此可见，新建区的目的只有一个，希
望这次“东风”能早日吹到芦州渡口两岸，解决长期以来联
圩一带的发展瓶颈问题。

盼望着，盼望着，早日“渡改桥”
本报记者 余红举

3月13日，全南县桃江河畔，嫩绿的垂柳枝、暗红的红杉与水中的倒影，
构成一幅水清岸绿、生机盎然的春日美景。 通讯员 尹其奇摄

春来桃江美如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