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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16时30分，彭泽县杨梓中学教
师宗俊、陈圆亮夫妇的“爱心书屋”就会
准时开门。这间“爱心书屋”是他们花费
7 万元打造起来的，去年 10 月起免费开
放。

“爱心书屋”位于杨梓镇街上，距离
杨梓中学300米左右。约70平方米的房
间里，摆放着8张书桌和10多个书架，书
架上分门别类摆放着5000多册图书。

打造“爱心书屋”，缘于宗俊小时候
的一个梦想。“我从小就非常喜欢看书。
记得小时候为了借书看，我经常走上五
六公里路。那个时候我就想，要是自己

家能有一房子的书，那该多好。”宗俊笑
着说。

宗俊和陈圆亮夫妇分别于1997年和
2004年到杨梓中学任教。教学中，他们发
现农村孩子普遍阅读量不够，文字表达能
力有待提高。“我们手头有点积蓄了，要不
办个书屋？一来可以丰富孩子们的课后
生活，二来也是圆一个小时候的梦。”去年
下半年开学时，宗俊跟陈圆亮商量。“好
啊，正好我们儿子也喜欢看书。”

说干就干。夫妇俩以每年 1万元的
租金，在镇上租了一间民房。又拿出 6
万元，购买了书架、桌椅和图书。经过精

心设计、布置，一间温馨的“爱心书屋”被
打造出来。

“爱心书屋”免费开放后，立即受到
孩子们的欢迎，很多孩子每天一放学，就
直奔“爱心书屋”，在这里做完作业后，就
选择自己喜欢的图书阅读。宗俊、陈圆
亮夫妇则整理图书、打扫卫生、指导孩子
们阅读，和孩子们一起畅游在书海里，享
受惬意的时光。

陈圆亮欣喜地看到，很多孩子到“爱
心书屋”一段时间后，阅读习惯变好了、
阅读兴趣浓厚了、阅读范围广泛了。“有
的孩子刚来时，喜欢聊天、吵闹，一段时

间后，就能坐下来安静阅读了；有的孩子
开始只喜欢看动漫，我们就引导他们向
文字类读物慢慢过渡。现在，很多孩子
迷上了中外文学名著。”

“这里的书比家里多，大家在一起，
又有阅读氛围，我每天都会来这里看
书。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我感觉自己
的阅读理解和文字表达能力有了很大提
高。”一名学生对记者说。

“今后，我们还会举办读书交流会等
活动。我希望‘爱心书屋’能在孩子们的
心里播下一颗颗文化的种子，让书香浸
润童心，让阅读伴随成长。”陈圆亮说。

近日，上饶市广信区妇幼保健院联合该区特殊教育学校开展
“特殊儿童康复训练指导”公益活动。 通讯员 陈 东摄

偷换收款二维码终落网
本报南昌讯（记者陈璋）“我的二维码被人偷换了，这几天的

生意白做了。”近日，南昌经开区下罗派出所连续接到紫荆夜市多
家商户报警，称晚上生意太忙，顾不上仔细看顾客的付款记录，结
果收款二维码被人偷换，钱都落入了他人腰包。

接到报案后，民警侦查发现，黄某某有重大作案嫌疑，并将其
抓获。经查，犯罪嫌疑人黄某某于今年3月至5月上旬，以闹市小
摊位、小店铺为目标，暗中将自己的收款二维码替换掉商户收款二
维码，从而窃取营业收入。目前查证涉案金额 5000余元，黄某某
的行为已构成盗窃罪，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处理。

警方提醒，商家在使用二维码收款时，应认真确认顾客付款记
录，开启收款到账提示音，不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一旦发现二维
码被替换，要及时报警，并保留好嫌疑人的二维码。

民情议事会解决社区民生问题
本报南昌讯（记者朱雪军）“社区路面破损怎么处理？落水管

老化找谁？民主协商议事可以解决这些烦心事。”5月 22日，南昌
市青山湖区站东街道半边街社区居民聂青平高兴地说。聂青平口
中的“民主协商”，是半边街社区解决民生问题的新渠道，即通过社
区民情议事会协商解决民生问题。

半边街社区祥和庭院2栋和5栋之间的路面破损，每到雨季居
民苦不堪言。日前，半边街社区组织辖区居民代表召开民情议事
会，就该问题进行协商。根据居民代表建议，推选出 3名居民代
表，和社区干部一起到原单位，经多次沟通，该单位对破损的两处
路面进行了修复，问题得到圆满解决。

半边街社区把党史学习教育同推动为民服务相结合，定期召
开民情议事会，对标居民需求，倾听民意、搜集民情、讨论民事，让
居民小事有处说，说了能解决，给社区治理带来新气象。

我省大力推进生活垃圾分类
本报讯（记者陈璋 通讯员王纪洪）近日，我省制定了《生活垃

圾分类 2021年工作要点》和《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2021年度考核方
案》，确定到 2021年底，全省新增生活垃圾焚烧日处理能力 5000
吨、厨余垃圾日处理能力 500吨，力争城镇原生生活垃圾实现“零
填埋”。

根据上述方案，到 2021年底，全省设区市中心城区建成区生
活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实现全覆盖，力争厨余垃圾处理设施基
本建成，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 25%以上，其中南昌市、宜春市中
心城区推进分类中转站、分类运输能力建设，初步形成生活垃圾分
类闭环体系，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 35%以上；县（市、区）公共机
构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全覆盖，继续扩大生活垃圾分类试
点示范实施范围，推进厨余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农村地区持续探索
垃圾分类减量和资源化利用的方法路径，在无害化前提下推动就
地减量；14个省级试点县（市、区）率先在乡镇地区实现镇区生活
垃圾分类全覆盖，力争50%的行政村开展试点工作。

德安积极化解就业难题
本报德安讯（周亚婧 通讯员张盼盼、陈月刚）“只要刷一下身

份证，就可以自动录入个人信息，选择心仪的企业，进入在线视频
面试环节，真的太方便了。”近日，在德安县民营企业招聘会上，吴
山镇村民左仁德通过智慧就业触控一体机“村头宝”，找到了满意
的工作。

为解决就业难题，今年以来，德安县积极构建“政策引导、搭建
平台、内外联动”的服务体系，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及时发布
招聘信息 8000余条，引进“村头宝”等自助线上招聘设施，组织开
展“春风行动”、送岗下乡、网络直播招聘等活动，引导全县企业、扶
贫车间吸纳就业困难人员、零就业家庭成员、退捕渔民等重点群体
就业，依托扶贫公益性岗位、残疾人公益性岗位等兜底安置450余
人。同时，面向城乡未就业劳动者举办育婴员、保育员、茶艺师等
专业技能培训班7期，培训350余人次，并推动创业带动就业，举办
创业培训班5期，带动310余人实现就业。

让书香浸润童心
本报记者 曹诚平

居民小区电动自行车怎么管？

除了禁入电梯，还有很多要做
本报记者 邹晓华 文/图

近日，四川省成都市一
小区电梯内发生电动自行
车起火事故，造成 5 人受
伤，引发热议。

如何防止电动自行车
进入居民楼，杜绝安全隐
患？今年3月，南昌高新区
两个小区试点安装了28套
电动自行车禁入电梯装置，
这一做法得到了居民的广
泛赞同。不过，很多居民也
提出，电动自行车是很多家
庭主要的出行工具，如何解
决停放、充电问题，需要在
政府部门主导下，采取疏堵
结合的方式，集中全社会的
力量来解决。

新 举
禁入电梯装置连接“城市大脑”

为了防止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今
年 3 月，南昌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在万
科海上传奇和联发君悦湖两个小区安装
了28套电动自行车禁入电梯装置。

5 月 17 日，记者在联发君悦湖小区
看到，一些楼道的电梯入口处都张贴有禁
止电动自行车上楼的提示。记者推着一
辆电动自行车来到小区 39号楼一单元，
刚进电梯，就响起一阵警报声，并传来一

句语音：“电动自行车上楼容易引发安全
事故，请将电动自行车驶出电梯！”此时，
电梯轿厢门无法关闭，电梯也无法运行。

“这就是我们阻止电动车进电梯的
智慧消防检测系统终端。”南昌高新区消
防救援大队消防监督员陆阳指着电梯轿
厢左上角的一个智能摄像头告诉记者，
该装置采用智能平台和AI算法，检测出
电动自行车进入电梯后，会发出报警并联
动内置语音提醒，“禁入装置与电梯控制
主板连接在一起，可将输出的开关信息关
联至梯控系统，使电梯门无法闭合。”

南昌市消防救援支队火调处处长谢
伟介绍，电动自行车禁入电梯装置是智
赣 119 消防物联网大数据平台的一部
分。“我们已经将电动自行车禁入电梯装
置接入智赣 119大数据平台，而智赣 119
大数据平台又是南昌市‘城市大脑’的二
级平台，此举可以达到 3 级平台联动。
只要有电动自行车进入电梯，支队的大
数据平台就会接到报警。如果有业主将
车停在轿厢迟迟不出来，导致电梯无法
使用，系统就会立即通知物管人员现场
劝离。如果对方还不听劝，我们会立即
联系辖区派出所民警去处置，起到数据
共享、群防群治的效果。”谢伟说，下一

步，他们将在南昌市进行推广。

背 景
电动自行车火灾频发管理难

连日来，记者走访南昌市城区的一
些居民区时发现，电动自行车乱停乱放、
进楼入户充电等现象普遍存在。

南昌市消防救援支队提供的数据显
示：去年至今，南昌市总共发生电动自行
车火灾153起，财产损失价值100余万元。

南昌市消防救援支队火调处工程师
李炜介绍，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充电危害
很大，极易造成伤亡事故。他称，超过一半
的电动自行车火灾发生在夜间充电时，“这
段时间往往是人们睡熟的时候，一旦发生
火灾，很难及时发现，来不及逃离。”

南昌市消防救援支队相关人士介
绍，电动自行车起火的危害主要表现为
火场高温和烟毒。实验数据显示：起火
30秒，毒烟可覆盖整个房间和楼道，产生
大量有毒浓烟，极易引发伤亡事故。而
引发火灾的主要原因多为“过度充电、线
路老化、充电器使用不当”。

在采访中，很多居民也表达了苦
衷。“谁不知道有安全隐患啊，实在是充
电不方便和怕车辆被盗，才迫不得已推
到楼道里的。”卫东花园一居民对记者
说。走访中，记者发现，一些小区电动自
行车停放区缺乏管理，只是搭个简单的
车棚，安全得不到保证。

南昌高新区一小区物管经理向记者
坦言，该小区建设比较早，设施不是很齐
全，没有设计电动自行车停车充电棚。

“我们想建几个停车充电棚，解决居民电
动自行车停车和充电问题，但是要占用
部分绿化带，审批很麻烦，只得作罢。”

一些小区物管为了阻止电动自行车
进楼入户，采取了各种办法。一小区物
管经理告诉记者：“我们曾在进入楼道口
设置栏杆和石墩、在地下车库设置台阶
和铁链，但都被业主拆掉了，只好安排保
安在楼道口值守，压力很大，很难持续。”

建 议
疏堵结合齐抓共管解民忧

采访中，许多居民提出，除了要采取

禁入措施外，还是要侧重疏堵结合，从根
本上解决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问题，才
能真正起到消除安全隐患的效果。

针对一些老旧小区规划滞后，没有
设计电动自行车停车充电棚问题，南昌
城管部门的一位人士称，应遵循“安全第
一、方便第二、兼顾绿地”的原则加以解
决。“可以结合老旧小区改造，在改造方
案中合理规划电动自行车充电点。由街
道牵头，各个小区因地制宜提出设立集
中电动自行车充电点的方案。”

而对于电动自行车禁入电梯装置的
推广，南昌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
唐文建议，可以多措并举，相关职能部门
联手齐抓共管。“对于安装电动自行车禁
入电梯装置，老旧小区可以将其纳入改
造项目，住建部门可以列为新建楼盘验
收的参考标准，市场监管部门可以纳入
电梯的年检范围，房管部门应鼓励小区
物管公司安装电动自行车禁入装置。”

谢伟介绍：“近期，南昌市人大正在
进行《南昌市消防条例》修订的调研工
作，明确各级政府、行业部门和社会单位
推广消防物联网建设应用的法律责任，
为将消防物联网规模化建设应用的试点
示范成果、经验，固化为法律刚性规定提
供支撑。”

记者手记：

小小电动自行车，凸显
民生大问题。管好电动自行
车，不单单要管好“楼上”，也
要管好“楼下”。电动自行车
火灾的防范和治理需疏堵结
合，“楼上”要堵住安全隐患
漏洞，“楼下”要提供便利的
停放场所和充电设施。相关
部门既要从源头上杜绝安全
隐患，又要解决群众的迫切
需求。如此，才能从根本上
解决问题。

5 月 23 日，安福县平
都镇冻背村农民正驾驶拖
拉机翻耕农田，准备播种
中稻。目前，该县农民正
抓紧时间对7万多亩稻油
轮作耕地进行翻耕、施肥，
为种植中稻作准备。

特约通讯员 刘丽强摄

翻耕农田

万科海上传奇小区，电动自行车一
进电梯，电梯就“罢工”。

5月18日，在峡江县巴邱镇一家社区工厂，留守妇女在制作电
源线。峡江县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通过开展技能培
训，对接用工单位搭建就业平台等方式，让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

特约通讯员 陈福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