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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7 日一大早，上栗县赤山镇湾
里村村民吴春萍，与往常一样拧开家里
的水龙头，清澈的自来水汩汩流出。

“以前，我们村用水不便，水质也不
好，特别是下半年干旱的时候，村民要去
几百米远的河里挑水。”吴春萍说，现在
村里建了蓄水池，开通了自来水，足不出
户，就能喝上干净的水。

湾里村村民饮水的变化，得益于赤
山镇治水的不懈努力。近年来，赤山镇
通过落实“河长制”，实施“五水共治”（治
理污水、河水、饮用水、农用水、洪水），并
与改善人居环境，服务当地相关产业紧
密结合，变民生“痛点”为发展“亮点”，实
现治水与“治穷”双赢，让群众过上了“靠
水吃水”的好日子。

以治水优生态

赤山镇水资源十分丰富，有萍水河
等 5条河流贯穿全境，中型及小型水库 8
座，是典型的“江南水乡”。

然而，早些年受沿岸种养业发展、居
民生活垃圾倾倒以及生活污水直排河道
等诸多因素影响，一些河流失去了“美丽
身影”，成了影响人居环境的“黑臭河”。

如何让“江南水乡”的生态好起来，
河里的水重新清起来？问题在水里，根
源却在岸上。从 2017年开始，赤山镇采

取建管网、修沟渠、清淤泥的同时，对一
些污染水源的养殖场进行拆除。截至去
年底，全镇共投资3500余万元对萍水河、
湾里河进行治理；投资600余万元用于饮
水工程；投资 300余万元进行山塘治理。
赤山镇还以落实“河长制”为契机，在全
镇组织成立了 18个村级“河库长”，建立

“巡河员+保洁员+监督员”工作机制。
沿河村庄的巡河员兼保洁员，成为“河长
制”工作的参谋员、监督员、宣传员、联络
员，最大限度地打通治水“最后一公里”，
改变了“干部在干、群众在看”的局面，实
现了从“河长制”到群防群治。

家住萍水河边的村民黄新亮是一名
巡河员兼保洁员，每天 7时许，他会沿着
负责管护的河道巡查一遍，同时劝导沿
河居民不乱倒污水、不向河中抛掷垃圾
等。通过多年的努力，赤山镇河畅、水
清、岸绿、景美的目标基本得以实现。

以治水惠民生

值得称道的是，赤山镇治水，不是简
单地让河水活起来，生态好起来，而是把
治水与改善人居环境、服务当地特色产
业紧密结合，把治水成效转化为发展优
势，让群众共享“治水红利”。

大院村毗邻萍水河，曾以养鱼闻
名。村民钟石林是当地有名的养鱼“土
专家”。“3年前，由于大院河水质不好，发
黑发臭，养不了鱼，我就外出打工了。”钟

石林告诉记者，后来政府大力治水，清理
“臭水沟”，对鱼塘清淤引活水，他又回来
干起了老本行，还联合 8 户村民组建了
养鱼合作社。良好的水质和优美的环
境，吸引了很多城里人来买鱼钓鱼。去
年，仅垂钓一项就让他增收10万余元。

现在，大院村“靠水吃水”，走出了一
条兴业富民的农旅融合之路。全村有
500多亩水塘，每到周末与假期，很多游
客前来买鱼钓鱼；村里种植了瓜果近
2000亩，也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采摘，每
户因此增收2万元以上。

在赤山镇，像大院村一样，依托丰富
水资源和发达的水系实现强村富民的不
在少数。幕冲村依托穿村而过的美巨
溪，建设了田园之家、清境江溪等休闲设
施，打造了生态旅游基地、龙虾养殖基地
等项目，成为萍乡市民郊野游的热门之
地，村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赤山镇党委书记欧阳钰明告诉记
者，下一步赤山镇将依托丰富的水资源，
以及良好的生态环境，全力推动美丽乡
村建设串点、连线、成片，将“治水红利”
转化成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福祉。

作好水文章 走上致富路
上栗县赤山镇群众过上“靠水吃水”的好日子

本报记者 洪怀峰 文/图

通过治水，赤山镇实现河畅景美。

立夏过后，日照增多，气温升高，早稻
禾苗步入茁壮生长期，而樟树市的一些农
户却为自家的禾苗长势发愁。5月初，为
除稻田杂草，他们喷洒了同一品牌同一批
次除草剂，未料到禾苗出现不同程度枯
黄、枯死现象，涉及药害面积达100余亩。

对此，樟树市相关部门已介入处理，
调查药害原因，责令经销商暂停销售“问
题农药”。

观上镇的汪金牙是种粮大户，此次
有 95 亩早稻遭受药害，受损面积最大。
他向记者介绍，5月 1日，他在樟树市邓
姓经销商的农资店购买了200瓶除草剂，
按使用标准及操作程序喷洒。没想到三
四天后，禾苗出现较严重的枯黄现象。
之后在市农业农村局及镇政府的介入
下，经销商免费提供肥料等农资，协助他
抢救禾苗，降低了药害程度。

汪金牙说，95亩药害禾苗经抢救后
虽大部分返青，但长势不佳，估计收成将
减产七成。然而，经销商对此并不认
同。由于双方对减产量存在争议，目前
尚未明确补偿或赔偿措施。

昌傅镇马青村农户邹国强种的 8亩
早稻中有 6 亩出现较严重的药害问题。
记者注意到，这 6亩禾苗稀稀拉拉，多处
可见枯死的幼苗。邹国强告诉记者，这
些枯死的幼苗是受药害最重的禾苗，已
无法救活。他估计，这 6 亩稻田将减产
三成左右。

据了解，导致药害问题的同品牌同
批次除草剂均产自安徽一农药企业，在
樟树市，该品牌农药销售由邓姓经销商
统一负责。目前，在樟树市农业农村局
及属地乡镇的协调下，经销商分别与邹
国强等受损面积较小的十余户农户签订
了补偿协议书。针对减产的损失，经销

商承诺8月31日前据实补偿。针对汪金
牙面临大面积受损情况，当地农业农村
部门将根据农药检测结果，督促经销商
予以合理补偿或赔偿。

樟树市农业农村局局长尹斌介绍，
根据该局执法大队前期调查，引发药害
的同品牌同批次除草剂系正规农药企业
生产，具有农药登记证及合规的产品包
装。为查清该农药是否存在非法添加或
标注的成分不达标等质量问题，执法人
员已将抽取的样品送往权威机构检测，5
月下旬将拿到检测结果。如果检测结果
显示该批次农药是假劣农药，执法大队
将依法立案处理。

尹斌表示，今春我省天气低温寡照，
禾苗长势较弱，受药能力相应减弱，加之
有的农药质量存在不确定性，为避免可
能引发新的药害事件，5月 10日，樟树市
农业农村局已下发文件，通知全市 19个
乡镇、街道（场）农户谨慎使用各类农药，
施药时严格按产品使用要求操作。

省农业农村厅执法监督处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每年全省各地都会遇到一
批药害问题。执法人员发现，一些合格
农药若使用不当，也会造成药害现象。
该名负责人特别提醒广大农户，必须规
范施药，避免用药过量。把握不准的，可
咨询乡镇植保员，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遭受药害的稻田禾苗稀稀拉拉，局部禾苗枯死。

喷了除草剂 禾苗“受伤”了
涉及樟树市100余亩稻田，当地农业部门介入调查

本报记者 童梦宁 文/图

国内近期连续报告本地确诊病例

我省发布新冠肺炎疫情
紧急风险提示

本报讯（记者钟端浪）5月23日，省疾控中心发布新冠肺炎疫
情紧急风险提示，5月 21日、22日，广州市通报新增 1例本土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深圳报告 1例无症状感染者。建议我省群众近期
非必需不前往广州市荔湾区、深圳市盐田区。如确需前往，请务必
做好个人防护。

2021年 5月 16日以来有广州市荔湾区、5月 19日以来有深圳
市盐田区旅居史或相关人员接触史者，在做好个人防护前提下，主
动前往社区进行报告登记，接受社区管理措施，并进行至少1次新
冠病毒核酸检测。如出现发热、干咳、乏力、嗅（味）觉减退等症状，
应立即向属地社区报告，并按照规范程序转送定点医疗机构就诊。

2021年5月23日起，由广州市荔湾区、深圳市盐田区旅居来赣
返赣人员，或与当地公布的患者活动轨迹有重叠的来赣返赣人员，
须持有入赣前7天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到达目的地后，在测温正常
且做好个人防护的前提下可自由有序流动。如无法提供上述核酸
检测阴性信息，到达目的地后应按照属地规定，及时向社区报告，并
接受核酸检测，其间实施相对集中隔离，检测结果阴性者方可解除。

对有广州市、深圳市旅居史的其他来赣返赣人员，或有密切接
触人员，按照“愿检尽检”的原则，要主动前往具有检测资质的医疗
机构、第三方检测机构自愿开展核酸检测。

此外，国内近期连续报告本地确诊病例及无症状感染者，我省
群众要保持高度警惕，避免前往人员密集、人流量大的区域，注意
做好个人防护，养成随身携带口罩，科学规范佩戴口罩（尤其是在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和在公共场所活动时）、勤洗手、常通风、保持安
全社交距离等良好卫生习惯。如出现发热、咽痛、乏力、嗅（味）觉
减退、咳嗽等症状时在做好个人防护前提下，及时去就近医疗机构
就诊，并主动告知近期旅居史和相关人员接触史。

6月9日前应接种
第一剂次新冠病毒疫苗

本报讯（记者钟端浪）日前，省卫生健康委发出提醒，根据工
作安排，除特殊情况外，6月 10日至 30日暂停第一剂次新冠病毒
疫苗接种服务，全力为接种后续剂次人群服务，保障疫苗接种效
果。大家应尽量在6月9日前接种第一剂次疫苗。

此外，我省有关专家对百姓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存在的一些疑
问作出了相关解释。目前，新冠肺炎没有特效药治疗，新冠肺炎病
毒对人群是普遍易感的，建议所有的人都接种。尤其是60岁及以
上老年人，这些群体为感染新冠病毒后的重症、死亡高风险人群，
建议尽量接种。

对于新冠病毒疫苗保护期只管半年的说法，专家表示，新冠病
毒发现的时间才一年多，疫苗用于人体的时间还比较短，所以现在
说疫苗能够保护多长时间还为时过早，不存在只管半年的说法。
对于预防接种有的2针，有的3针，还有1针，效果有什么区别？专
家表示，只是疫苗生产工艺不一样，所以接种的针次有所区别。灭
活疫苗是 2针，重组蛋白疫苗是 3针，腺病毒载体疫苗为 1针。它
们的保护效果都达到了监管部门要求。

对于青霉素、头孢等抗生素类药物过敏人群是否可以接种新
冠病毒疫苗？专家表示，目前的疫苗成分里不含抗生素，所以抗生
素过敏是不作为接种禁忌的。换句话说，对青霉素、头孢等抗生素
过敏人群是可以接种疫苗的。对于既往接种疫苗出现过严重不良
反应人员，如急性过敏反应、血管神经性水肿、呼吸困难等，专家建
议不接种疫苗。

敲千家门 解百姓忧
毛 燕

为进一步将“转作风优环境”活动年向纵深推动，南昌市西湖区
绳金塔街道今年开展“认亲”辖区企业、“认助”困难群众、“认领”文
明创建“三认”专项行动。

昔日“敲锣人”今日“敲门人”
2015年，绳金塔街道成立了一支打锣队，无论春夏秋冬，天晴

下雨，他们都敲着小锣，举着话筒提示着居民注意安全。随着“敲
锣人”日益深入人心，绳金塔街道越来越多社区干部和热心居民加
入志愿者队伍，并逐渐化身为“敲门人”，“认助”辖区内的独居老
人、空巢老人、高龄老人、低保户、残疾人等特殊群体。

家住耶苏堂路 15号的陈荷香老人今年 86岁，长期独自居住，
认助她的“敲门人”只要一有时间就敲老人家门，陪她聊天，关心她
的生活。陈荷香非常感动，常拉着“敲门人”的手，感谢党的关怀。

“敲门行动”共筑防疫城墙
“咚咚咚——”耶苏堂社区工作人员叩响了前进路322号居民

黄福根的家门。
黄福根开门后，社区工作人员询问道：“黄大爷，您家18岁以上

有几个人？都接种新冠病毒疫苗了吗？没接种的是什么原因呢？”
“我正要去接种点咨询接种疫苗的事，没想到你们就上门来宣

传了。”黄福根说。
5月，为进一步提高辖区疫苗接种比例，绳金塔街道展开上门

摸排、动员疫苗接种的“敲门行动”，共筑防疫城墙。

“圆桌会”听民情
日前，绳金塔街道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幸福圆桌会”。“很

多人在小区空地上拉绳子、摆椅子，铺晒衣服、被褥，影响小区环
境。”会上，家住坝口巷的闵阿姨提出需在社区内设置集中晾晒区。

上门开“幸福圆桌会”加深了社区与居民的沟通联系，拓展了
群众反映诉求的渠道。在听取居民意见后，社区挂点领导现场办
公，找到合适的晾晒地点并安装好晒衣架。晾晒区建成后，小区环
境得到明显优化。

5月19日，瑞昌市第七小学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使用3D打印
笔打印自己喜爱的玩具，享受科技带来的乐趣。通讯员 魏东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