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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群众办实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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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租住在南昌市青山湖区京东镇桃
湖村的黄团发，6月5日这天忙到很晚才
回家，轻松地找到了停车位，他半开玩
笑地说：“老婆再也不用担心我乱停车
吵架了！”

桃湖村地处城乡接合部，村民自建
房多，租金便宜，黄团发为了省钱一直
租住在这里。他买了辆面包车在桃湖
村周边市场跑货运，妻子进厂务工。这
几年，他见证了租户与本地村民因停车

问题矛盾频发，到今年村里解决停车
难，大家睦邻友好的转变。“以前没有停
车位，见缝插‘车’，不是堵着人家后门，
就是堵住车辆进出通道，经常引发争
吵。”黄团发说。

桃湖村治保主任罗国强与黄团发
因调解其乱停车问题，次数多了渐渐熟
悉起来。黄团发面对罗国强多次劝解
也很愧疚：“周边没有停车位，停路边如
果被交警贴单罚款，一天的活白干了，

只能屡教不改。”
“村里道路比较狭窄，不只是黄团

发一个人乱停乱放。”桃湖村党支部书
记魏小青说起乱停车一事仍印象深刻，

“此前，每天早晨电话一响，就知道又有
居民因乱停车吵架，需要协调。”

桃湖村有2000多名村民，租户人数
比村民还多，有3000多人。因为停车问
题，常常引发租户与村民的矛盾。“收入
来源多的村民纷纷要求村干部出面干
涉，不让有车的人在村里租房子、租店
面。”魏小青说，可是村里很多人的收入
来源主要靠房屋租金。

由于硬件上的不足，桃湖村只能采
取贴宣传标语及通过网格员巡逻，尽量
杜绝类似现象的发生。桃湖村党支部
副书记魏建军说，如果不改善硬件设
施，停车问题很难解决。

谈起如今已改成停车场的空地管
理难题，魏建军仍连连摇头：“一年要清
理两三次，花费 10 多万元。”原来，这块
2000 多平方米的村集体用地早年准备
开发，因种种原因未能完成。于是，村
民在这里种菜，空地两边的住户经常抱
怨村干部“一块空地都管不好”，对其他
工作也不配合。魏建军说：“即使在空
地砌了围墙，村民还是搭梯子进去种
菜。这块空地的管理成了村干部的一
块心病，天天派人巡逻。”

解决停车难问题，不仅关系到村民

的居住感受，更关系村里的和谐与稳
定，也影响着村集体收入。今年 3 月
底，为确切掌握村里停车管理现状，摸
清有效停车位数量、村民车辆数量、租
户车辆数量等关键信息，桃湖村“两委”
通过现场观察、座谈、个别访谈、查阅资
料等多种方式，多渠道收集了第一手信
息。他们还选取罗家村小组为样本，按
照 8 时、15 时及 19 时三个时间段，现场
观察机动车停放情况，最终提出整改对
策——将空地修建成停车场，既可以解
决停车难，又可以解决空地管理难题，
一举两得。

经过招投标，桃湖村投入40多万元
将空地改成了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
同时，将村里的排水沟换成了暗管，增
加路面宽度。“一下子解决了200多个车
位，完全可以满足租户的停车需求。”魏
建军说。

新增停车位带来的变化，村民最有
发言权。村民罗永强坦言，停车场建设
之前，有车子停在他家门口，导致上下
班自家车辆无法进出。现在，有序规范
停车，道路变得畅通了，小磕小碰少了
许多。

而今，走进桃湖村，只见道路干净
整洁，车辆有序停放。村民感叹道，这
次解决停车难为村民办了实事，居住环
境改善了，村民也更愿意配合村干部工
作，租户和村民关系更融洽了。

宜春劳模捐草皮绿化裸露地
本报宜春讯 （记者邹海斌）6月 6日，12辆货车满载着 1万

平方米草皮，分赴宜春中心城区 10个街道，用于绿化零星裸露
的空地。这批爱心草皮由宜春市工会志愿服务队劳模志愿者
分队捐赠，价值近15万元。

创建全国文明城，劳模在行动。针对宜春中心城区部分社
区小游园、居民小区零星空地裸露的情况，宜春市工会志愿服
务队劳模志愿者分队积极行动，奉献爱心，从外地采购了1万平
方米草皮，捐赠给袁州区、宜阳新区、宜春经开区的 10个街道，
用于零星裸露地的绿化，用实际行动绿化宜春、美化宜春。

据悉，宜春市工会志愿服务队劳模志愿者分队由劳动模范
和先进工作者荣誉获得者组成，现有队员 121人。他们在日常
工作和生活中模范带头，常态化开展技能帮扶、法律援助、精神
文明创建等志愿服务活动，向社会奉献爱心。

6 月 15 日，乐平市接渡
镇杨子安村，新修建的接渡
大桥车来车往。接渡大桥横
跨乐安河，全长 742 米，于 6
月 13 日正式通车，是 205 省
道瑶鹅线重要桥梁。大桥的
通车，极大方便了乐安河两
岸居民的出行。

本报记者 徐 铮摄

通通

车车

江西81家精品景区
对公安民警免费开放3年

本报讯 （记者龚艳平、杨静）6月 14日，记者从省文化和旅
游厅获悉，从今年 6月 20日至 2024年 6月 20日，全省 81家景区
对全省各级公安机关在编在岗民警实行 3 年免费开放优惠政
策，公安民警持本人《人民警察证》可享受门票免费政策。

近年来，我省各级公安机关民警在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
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付出了艰辛
努力，作出了巨大贡献，广大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获得
感日益增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为全面营造尊
警拥警的良好社会氛围，提升人民警察的职业荣誉感，进一步
激发广大公安民警履职尽责、服务人民的工作热情，省文化和
旅游厅向全省旅游行业发出优警惠警倡议，按照景区自愿参与
申报的原则，全省81家高等级旅游景区被列为首批旅游优警惠
警试点景区。

桃湖村租户、村民曾因车位紧张乱停车矛盾频发

有了停车场 关系乐融融
本报记者 余红举 文/图

三代人守墓87年
盼烈士早日归故里

本报记者 蔡颖辉

“黄连长，端午节到了，可是还没有找到你的家人，
希望他们能够早日来到这里，带你回家。”近日，79岁的
何清阳老人拄着拐杖，久久伫立在红军黄连长的墓旁。

这个红军墓位于崇义县乐洞乡白茅坪村。每年的
清明、冬至，当地村民都会自发来到白茅坪村，为长眠于
此的一位红军连长扫墓、祭奠。一代接一代，至今已经
坚持了87年。

1934年 11月，中央红军长征部队到达乐洞，决定在
白茅坪村宿营，进行短暂的休整。休整期间，红军深入
群众访贫问苦，号召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开展扩红运
动，得到了白茅坪群众的拥护支持。

村民何忠孚和儿子何远廉在当地行医为生，主动协
助红军上山采药，帮助治疗伤员。几天之后，又一批中
央红军长征战士抵达白茅坪村，其中一位姓黄的连长腹
部受重伤急需救治。

“当时，红军在我爷爷住的地方临时设了一个医务
室。”何清阳向记者介绍。虽然尽力救治，但由于缺医少
药，黄连长因伤势过重牺牲。连长的牺牲，触动了何忠
孚，他将自己的棺木捐给黄连长。为了防止敌军和土匪
恶霸破坏烈士墓地，他叫上儿子与邻居，和红军战士一
起把连长埋在用石头围砌不易发觉的菜园子里。

红军长征撤离白茅坪村时，一名红军战士将一套雌雄
剑的雌剑和剑套交给何忠孚，再三叮嘱请他保护好连长墓
地，待革命胜利后以雌雄剑为信物，再回来祭奠连长。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白茅坪人牢记嘱托，几代人接
力为黄连长守墓。如今，87年过去了，还没有人持雄剑前
来。“我是红军墓的第三代守护人。”何清阳表示，不管有没
有找到连长的亲人，他都会坚持守护好这个墓，也希望黄
连长的亲人或战友能够早日持雄剑前来，将连长带回家。

端午假期，樟树市洋湖乡古亭村委会
邓家庄充满了游客的欢声笑语。有的在
果园中享受采摘乐趣，有的在景观林拍照
留影。村文化广场上，游客欣赏民俗表
演，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这个只有 54 户人家的村庄依山而
建，错落有致，山水掩映，天然古朴。村口
门楼高高悬挂的“青莲世第”石匾，透出淡
淡的诗书气息。

几年前，邓家庄还是一个交通闭塞、
房屋破旧、村民收入比较低的经济薄弱
村。随着国家乡村振兴一系列政策的出
台，邓家庄被列入秀美乡村建设示范点。
如今，乡村旅游已经成为该村支柱产业。

2017 年，围绕“产业是支撑、文化是
灵魂、乡土是基调”的目标，邓家庄按照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留得住乡愁”要求，
建设了文化广场和休闲广场，建成了药用
植物观光园、生态农庄采摘园、绿色生态
休憩园。2018年，邓家庄获得“江西省五
十佳最具乡愁村庄”称号。

在拆除老旧危房、断壁残垣的过程
中，一批赣派特色的古民居虽然由于年久
失修显得破败不堪，但仍然展现出精美的
一面：青砖碧瓦、重檐飞翘，风格独特、镂

刻精湛。
“拆掉该拆掉的、留下该留下的、修复

有价值的，留住乡村的魂，传承淳朴的民
风民情。”古亭村党支部支委李庆林说，面
对厚重的历史文化资源，本着修旧如旧的
原则，村里最大限度还原古村原貌，保护
修缮老屋、寨墙、巷道原貌。并修建了景
观塘、竹亭走廊、农耕文化展示馆等。

在保持传统乡土特色的同时，邓家庄
以农旅结合为抓手，融入生态和文化元
素，铺设旅游步道，增加游乐休闲设施，发
展农家乐、民宿、观光休闲游等，打响秀美
乡村旅游品牌，形成该村新的经济增
长点。

“自从发展乡村旅游，村民收入一年
比一年多，既卖风景又卖果实，每户年增

收3万元。”村民陈志山说，村旁景观林一
年四季有花可赏，因为自驾游客多，小小
村庄已经建了两个停车场。

“三天假期，单间和家庭房全部住
满。”去年6月，村民程慧兰将自家的古民
居打造成民宿，客房干净整洁，热水、空
调、卫生间等一应俱全，加上销售村民的
土特产，一年就收回了成本。

2018 年下半年，村民彭国辉利用几
间废弃的老房子，精心设计装修后，“邓家
庄农庄”开业了。由于生意不错，彭国辉
请了几名村民帮忙。农家乐的蔬菜，大部
分都是从村民处收购的。59岁的村民王
金凤，每天早上 8 点送两筐菜到农家乐，
收入可观，还能在家照顾年幼的孙子。

“在城市化进程不断提速的今天，我
们对故土山水总有一种特别的眷恋，‘记
住乡愁’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精神需求。”在
古屋改成的村文化中心，南昌大学学生小
万说。

古韵承载乡愁，秀美聚集人气。邓家
庄利用生态资源优势，大力发展“乡村旅
游+”经济新业态，不仅壮大了村集体经
济、鼓了村民腰包，还增强了秀美乡村可
持续发展能力。

古韵留乡愁 秀美聚人气
本报记者 徐黎明 文/图

车辆停放规范有序。

邓家庄赣派古村吸引游客参观。

6月11日，南昌市湾里管理局举行“安全生产月”暨安全文明
施工标准化现场观摩会，预防和减少建筑行业安全事故的发生。
图为参会人员进行VR安全教育体验。 本报记者 余红举摄

回应群众关切 办好民生实事
本报南昌讯（记者吴欣荣）“村里的危桥终于修好了，桥两

边的路也修通变宽了。”近日，说起村里刚修好的桥和路，南昌
市红谷滩区凤凰洲管理处凤凰村居民胡冬林露出了笑容。

今年以来，凤凰洲管理处广泛收集民意，梳理出 22件群众
要求办理的民生实事，建立台账，逐件落实。

村里没有一个老年活动中心，老年人锻炼和休闲娱乐没有
场地，非常不便，这也是凤凰村群众的一件烦心事。从群众最
关心的问题入手，尽快解决老年人活动场所问题。如今，投资
20余万元、面积约 100平方米的凤凰村老年活动中心已投入使
用。中心设有棋牌室、阅览室、健身室等，活动室内桌椅、沙发、
电扇、饮水机等一应俱全。

凤凰花园是一个老旧小区，一直存在停车难问题。经过对
小区内未硬化和未绿化的地块摸底，管理处初步确定可以硬化
面积2000余平方米，增设停车位100余个。目前，施工队已经入
场施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