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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泰和讯 （记者朱雪军 通
讯员彭晓华、易云玖）“老曾，真是太
感谢你了，你救了我孙子的命，就是
救了我这个家啊！”日前，泰和县冠
朝镇文塘村村民康定萌来到上模乡
田心村村民曾昭彬家，紧紧握着他
的手，激动地说。

3月13日上午，天空下着小雨，
曾昭彬骑着电动车路过文塘村一条
坡道时，发现一名吓得脸色苍白的
小男孩正驾驶着一台中型拖拉机，
从坡道上狂冲而下。拖拉机横穿道
路、跨过水沟、挂倒了路边小树、又
撞倒一段围墙后，驶向一块平地。

“快躲开！”危急时刻，曾昭彬丢
下电动车，飞快地向拖拉机追去。
由于拖拉机撞倒围墙后减速，加上
下坡时车辆处于倾斜状态，小男孩
被甩出驾驶座，摔倒在离车头不远
的地面上，而拖拉机依然冒着黑烟
朝孩子撞去。千钧一发之际，曾昭

彬赶到，在拖拉机前轮距离孩子不
到 20 厘米时，一把将孩子抱起，化
险为夷。此时拖拉机仍借着惯性
驶向旁边的民房。曾昭彬迅速将
孩子放在安全位置，再次冲向拖拉
机，但因下雨脚底打滑摔了一跤，
拖拉机车轮还差点压在他手掌
上。他迅速爬起来，拼尽全力爬上
拖拉机驾驶座，踩刹车、拉手刹、关
闭点火开关，最终避免了一场事故
发生，而曾昭彬却扭伤了腰，痛得
直不起身子。

小孩子怎么会开上拖拉机呢？
原来，春耕备耕之际，康定萌打算将
自家的拖拉机开去县城检修，顺便
把孙子也带去县城。当他将拖拉机
开到家门口的坡道时，突然想要去
一趟卫生间，于是就将拖拉机停在
坡道上，但忘了拔钥匙。没想到，小
孩子竟然模仿他发动了拖拉机，还
放开了手刹，造成惊险一幕。

拖拉机失控

泰和村民施救化危机

本报宜春讯 （记者邹海斌 通
讯员傅尾兴）3月17日上午，宜春失
主易女士激动地从好心人潘嘉平手
中，接过了原封未动的1万元现金，
连声道谢。

易女士是宜春市宜阳大厦附近
一家养老机构的出纳。3月16日下
午 4时 30分左右，她来到宜阳大厦
某银行柜台办理存款业务。存钱
时，她发现出门时数好的钱竟然少
了 1 万元。她当时就愣了，焦急地
翻包查找，这1万元仍不知所踪。

回家后，她仔细回忆当天下午
所有行程安排，始终想不出可能在
哪个地方丢了钱，急得一个晚上都
没睡好。第二天，她决定再去趟银
行，碰碰运气，看有没有人捡到钱并
把钱还给她。

“你要是不过来找的话，我们也
会打电话给你，要你尽快过来领
取。”潘嘉平对易女士说道。17 日
上午，潘嘉平和同事正根据市机关
事务管理局保卫科提供的视频线

索，来到宜阳大厦某银行，在银行工
作人员的协助下，查询到了失主的
相关信息。

原来，16 日下午 4 时 33 分，宜
春市人社局干部潘嘉平出门办完事
回单位，在宜阳大厦中座一楼大厅
的柱子旁发现了 1 万元现金，在原
地等了一会儿后，始终无人来认
领。考虑到临近下班，自己还有工
作要处理，他就把钱带回了局里，跟
局领导作了汇报。局领导得知后很
重视，立即联系了市机关事务管理
局保卫科，请他们协助寻找失主。
市机关事务管理局随即向公安机关
报警进行处理。

据了解，潘嘉平是一名退役军
人，去年 11 月到宜春市人社局工
作。他担心失主着急，17日上午一
上班便与同事找到市机关事务管理
局保卫科，主动寻找线索。1 万元
现金失而复得，易女士感动不已，通
过微信转账 1000元以示感谢，被潘
嘉平婉言谢绝。

宜春干部拾金不昧暖人心

“银铃驿站开放使用后，既可以在里面读书绘
画，又能唱歌跳舞，我们老年人有了新的活动阵
地。”近日，随着南昌市青山湖区站东街道岔东社
区文化活动中心——银铃驿站的建成，辖区内的
老年居民对政府办的这件实事纷纷竖起大拇指。

岔东社区地处洪都中大道，辖区内老旧房屋
多，人口密度大，60 岁以上的老年居民有 1000 多
人。“以前没有活动场地，大家就在一个简陋的会
议室开开会、读读报纸，很难满足大家的需求。”岔
东社区党总支书记胡蝶说。

今年 72 岁的邓木根爱看书，老伴则喜欢跳
舞。“以前我在社区看书，不光种类非常少，连坐的
地方也没有。我老伴也只能在天气好的时候与邻
居在户外跳舞，一旦刮风下雨就没办法锻炼。”

去年开始，岔东社区进行全面环境整治。辖区
内有一座三层的老旧房屋，属鸿雁摩托车厂办公
楼，工厂停产后，楼房一直闲置。“700多平方米的空
间，与其拆掉，不如重新利用，用来开展文化活动。”
站东街道和岔东社区负责人的想法对外公布后，社
区居民纷纷点赞，一些热心的老党员还主动联系家
中设计行业的亲友，为街道和社区提供点子。“经过
与居民积极沟通，我们的设计方案前后改了4次，最
终将其命名为银铃驿站。”胡蝶表示。

3月 31日，记者来到银铃驿站，一进门就看到
一块曲面电子大屏里正播放电影《建军大业》。再
向里走，是一个占地 200多平方米的银屏会客厅,
淡黄色的墙壁搭配绿色和白色的桌椅、灯具，十分
温馨。

“既然是会客厅，我们肯定要准备好‘干货’提
供给来做客的居民。”在胡蝶的介绍下，记者看到
大厅中央摆放了传统书架和电子书架，几名居民
正在安静地阅读。大厅前方是社区民主议事区，
墙上挂着每月议事清单。后方则是一个有声阅读
区，工作人员正在安装设备。“我们与喜马拉雅（音
频分享平台）谈好了合作，他们会提供耳机、电脑
等硬件以及适合老年人收听的内容，让大家也能

体验年轻人的阅读方式。”
来到二楼，这里是琴房和舞蹈房。琴房配有

麦克风、三脚架和音响设备，舞蹈房则铺设了崭新
的木地板，四周是练功镜和压腿杆。“现在我们都
来这里跳舞了，环境好，功能齐全，再也不用担心
刮风下雨。”居民刘大妈笑着说。

再看三楼，分别设置了银发大讲堂、书画坊和
三风堂。“其中银发大讲堂是为发挥街道老党员的
特长，积极传播优秀文化，提供关爱服务、心理辅
导和爱国主义教育。”站东街道相关负责人徐珂欣
介绍，二楼和三楼充分考虑了辖区内文艺爱好者
数量多、需求大的特点，让他们有足够的空间开展
活动，提升居民生活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值得一提的是，岔东社区以党建为统领、网格
为载体、服务为宗旨，建立网格化党建工作措施，
成立“社区党组织—小区党支部—楼栋党小组”三
级组织架构，推行“一刻钟工作法”，立足便民，提
升服务质量，将银铃驿站打造成集社会事务、便民
服务为一体的一站式便民服务大厅。

“在驿站，我们实行‘一窗多能，一岗多职’运
行模式，做到办公场地最小化、服务场地最大化，
让这里成为有温度、有内涵、有特色的社区邻里中
心。”胡蝶说。

目前，岔东社区党总支正在积极整合辖区资
源，联合多个驻地单位和其他企事业单位到银铃
驿站开展活动和举办公益讲座等，并且充分利用
辖区丰富的文化资源，定期邀请书法家、美协老师
在书画坊开展书法入门培训及水墨绘画技巧培
训等。

此外，银铃驿站还结合重要节日和纪念日，陆
续开展了“观红色电影、忆峥嵘岁月”“看漫画学党
史”等活动，极大地丰富了辖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
活，打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形成一个特色
浓郁、影响力较强的文化活动阵地。社区居民高
兴地说：“我们现在的生活，既幸福又有品质，这样
的日子过得真带劲！”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村
里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发展产业
方面还存在什么问题？”

“去年我们实施了农村饮水安
全工程，现在每家每户的用水水质
是不是都达标了？”

“目前县工业园企业用工需求
较大，也举行了多场招聘会，可是村
民们为什么不愿意去工业园上班？”

近日，万载县党史学习教育专
题读书班的学员们来到白水乡槽岭
村，与村民代表、村两委班子成员围
坐在火炉边，就乡村振兴工作中存
在的问题，听取村民的意见和建议。

槽岭村是万载县的红色名村。
1928年，万载县最早的党支部——
浏万边特别支部在槽岭村成立；
1930年，彭德怀同志率领的红军在
槽岭村林氏显旺公祠建立了红军医
院。这些都为这个偏远的小山村留
下了丰富的红色资源。但是，由于
地理位置偏僻，槽岭村经济发展缓
慢，并被列为“十三五”省级贫困
村。以前，村民们总是自嘲说，槽岭
村是“槽点村”，因为村里一条好路
都没有，到处坑坑洼洼，村民出门，
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脚泥。

得益于脱贫攻坚好政策，近年
来，槽岭村的村容村貌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跨省通道打通了，城乡
公交开通了，农副产品的销路畅通
了。村里还装了路灯、修了公厕，建
起了居家养老中心、幸福食堂、卫生
室。拿村民陈发根的话说，现在是

“从头到脚都是幸福感”。目前，槽
岭村已借助丰富的林业资源，成功
申报“国家森林乡村”，正在进行山
地越野车等森林旅游体验项目开
发。但是，在发展中，村民们也感觉
到存在的问题，于是，趁着这次“夜

话”活动，纷纷畅所欲言。
“虽然旅游公司在保险公司投

了保，但是我们还是感觉山地越野
车项目在安全保障方面要进一步加
强。”陈发根表达了他的担忧。

“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协调专业培
训机构来对接。”县应急管理局安全生
产培训中心主任朱伟在这方面有丰富
的经验，当场就说出解决办法。

“村子离县城较远，信息相对闭
塞，能不能组织企业到村里来招
聘？”

“没问题，我们马上筛选一批合
适的岗位，实行送岗上门。”

“咱们村乡村旅游项目虽然开
始运作了，但是感觉在民宿体验上
还要提档升级。”

“我们准备请旅游专业人士，对
村里的民宿从业者进行面对面指
导。”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互相交换
意见，村里产业发展的思路越谈越
清晰，方向越来越明确。能够现场
解决的问题，立即解决；不能现场解
决的问题，记下来带回去专题研
究。不知不觉，两三个小时过去
了。屋外，天黑了，下雨了，降温
了。屋内，炉火正旺，暖意融融，气
氛越来越热烈。

“说实话，近年来，我们村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在发展中也
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以前，我们不
知道该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你们
一来，感觉有了主心骨，我们对村里
今后的发展也更有信心了。”村民陈
小春笑着说。

当晚，党史学习教育专题读书
班的学员们共收集村民意见和建议
50多条，现场落实了10多个急需解
决的问题。

南昌岔东社区把老旧厂房改造成文化阵地

银铃驿站让老人过上品质生活
本报记者 陈 璋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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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铃驿站一角。

4月3日，乐平市洪岩镇洪罗村，一场春雨过后，山雾氤氲，村落倒映在水中，犹
如一幅美丽的山水画。当地依托山林、溶洞、溪流等天然景色，融入戏台、拱桥、古
村等人文元素，以特色旅游产业带动，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徐 铮摄

雨后乡村入画来

槽岭村“夜话”
何 平 本报记者 曹诚平

4月2日，
南昌市东湖区
百花洲街道 4
个 社 区 90 多
人前往方志敏
烈士纪念园，
联合开展“精
神 血 脉 永 赓
续，革命薪火
代代传”祭先
烈活动。

通讯员
符 云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