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入秋后的吉安市吉州区文石河逶迤清亮，河水环绕翠绿稻田，一幅水美景秀乡村生态画卷徐徐展开。 通讯员 李 军摄

秋秋 韵韵

近日，家住上饶市香樟花园小区的
王女士购买了一张新床，想把旧床处理
掉时，却遇到了麻烦：自己搬吧，床又大
又重，搬不动；请搬家公司吧，要花好几
百元。王女士请人帮忙，费了好大的劲
才将床搬下楼，想扔在小区垃圾桶边，又
被物业阻止。无奈之下，王女士只好花
了 50 元，请人用三轮车将旧床运走处
理。“处理旧家具，感觉比购买新家具费
劲多了！”看着终于被拉走的旧床，王女
士松了口气。

王女士的遭遇，并非个案。近年来，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许多家庭对家
具进行更新换代，但沙发、床垫、柜子等
大件旧家具怎么处理，让许多市民发愁。

● 体 验
大件旧家具处理成难题

9月4日，记者在自己所居住的小区
询问物业工作人员：“我家有一个旧沙发
需要处理，能扔在小区垃圾桶边吗？”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小区垃圾桶只能扔生
活垃圾，像旧沙发这种大件旧家具，物业
不负责处理。”

随后，记者来到九江开发区一家废
品收购站，询问是否收购旧沙发。对方
笑着拒绝：“不要，一个旧沙发，累死累活
搬过来，拆不下几根铁丝，‘含金量’太
低。”

记者又拨通了九江市两家搬家公司
的电话，询问：“我家有一个旧床垫和一
个旧柜子，想请你们从6楼搬下，运走扔
掉。怎么收费？”两家搬家公司都报出了
300 元的价格。随后，记者又分别拨通
了上饶和南昌两家搬家公司的电话，咨
询同样的问题。上饶的搬家公司报价也
是300元，南昌的搬家公司则报出了400
元的价格。搬运的家具越多，楼层越高，
收费也越贵。

自己搬运，体力不支；扔在小区，物
业阻止；当废品卖，收购站不要；请搬家

公司，花费不低。无奈之下，一些居民只
好趁物业不注意，偷偷将大件旧家具扔
在小区里。近日，记者走访了南昌、九
江、上饶等地多个居民小区，发现很多小
区都存在随意丢弃沙发、床垫等大件旧
家具的现象。在九江开发区恒盛上花园
小区，记者看到，一处绿化带内堆放着两
张旧床垫。有居民告诉记者，这两张旧
床垫扔在这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一直
没有人来处理。

也有一些居民小区，专门设置了大
件旧家具堆放处。例如，上饶市亿升滨
江花园小区就设置了一个垃圾站，专门
用于大件旧家具和装修垃圾的堆放，集
中清运处理。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由于大件旧家
具再利用价值低、搬运成本高，如何回收
处理，一直是个让城管、环卫部门感到苦
恼的问题。

● 对 策
成立专业机构集中回收处理

如何让市民在“喜新”的同时，不为
“弃旧”而烦恼？近年来，一些地方开始
探索解决大件旧家具回收处理问题。

今年 8月，吉安市吉州区投入 1200
万元，建成该市首个大件旧家具回收处

理中心。吉州区环卫中心负责人陈芳景
告诉记者，该中心工作人员每日对城区
进行巡查，把市民丢弃的大件旧家具运
到处理中心，不收取任何费用。市民也
可以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联系环卫工
人上门回收，让大件旧家具“有家可
归”。据了解，该中心投入使用后，日均
接收的大件旧家具在5卡车以上。

今年 4 月，瑞昌市城管局通过引资
方式，开办了一家大件旧家具回收处理
企业——瑞昌城昇工程服务有限公司。
9月 4日，记者在该公司看到，车间里堆
放着大量旧沙发、旧床垫、旧茶几等。公
司总经理柯长胜告诉记者，这些物品从
全市各地回收过来后，工作人员将受损
程度较轻的大件旧家具进行维修、清洁，
供有需要的市民免费领取使用。对没有
使用价值的大件旧家具，则通过智能破
碎机进行拆解，海绵、零碎木料等被运到
垃圾焚烧发电厂进行焚烧处理，塑料、金
属等则被分拣出来再利用。

瑞昌市城管局局长曹茂槐告诉记
者，大件旧家具体积大、整体性强、搬运
不便，且搬运费用较高。直接填埋，会缩
短垃圾填埋场的使用年限。通过智能破
碎机进行破碎、分拣，既方便搬运，又可
实现废物再利用，有利于维护市容环境
的干净整洁，可谓是一举三得。

记者手记：

畅通回收渠道
减轻市民负担

随意弃置的大件旧家具
严重侵占了城市空间，影响了
市容环境，甚至造成安全隐
患。如何建立良好的大件旧
家具回收处理体系，成为一个
城市文明水平不容忽视的问
题。回收处理渠道不畅，会给
市民增加人力财力负担，增添
烦恼。如何回收处理大件旧
家具，吉州区、瑞昌市等地已
经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相关
部门可借鉴“他山之石”，出台
措施，调动大件旧家具回收处
理体系中各环节参与者的积极
性，既让市民有意愿、有渠道，
便捷地淘汰大件旧家具，也让
回收处理企业得到适当的政
策鼓励和资金支持，推动对大
件旧家具收集、运输、暂存、处
理等各环节的规范化管理。

九江一居民小区里被弃置的旧床垫。 瑞昌一大件旧家具回收处理企业回收的旧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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樟树夯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本报樟树讯（通讯员柯凡、廖志刚）樟树市不断夯实家

庭医生签约履约服务，努力做好城镇困难人口健康的“守门
人”。该市采取“签约医生+服务团队+支撑平台”服务模式，
积极为城镇困难群众开展签约履约服务，做到了应签尽签。

近年来，该市根据不同签约人群建立管理台账，以便实
行不同的健康管理，分别进行指导。对普通人群，提供健康
生活、干预危险因素、预防重点疾病的健康教育服务。对重
点人群，按照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实行规范化管
理。对城镇困难群众和农村脱贫人口，给予重点关注，重点
加强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和残疾人等的规范化管理与服
务。为了便于履约服务，各基层卫生院组建了若干家庭医
生服务团队，实行分村（社区）包干，每两个月进村（社区）入
户，为城镇贫困群众提供履约服务。

此外，该市积极创新探索，拓展签约服务新模式。如永
泰镇卫生院组建了一个以提供中医适宜技术为主的家庭医
生团队。服务团队制定了“简、便、廉、验”的中医适宜技术
服务包，解决了许多签约居民长期慢性病，尤其是疼痛引
起的困扰，提高了居民运用中医适宜技术进行自我保健的
能力。近一年来，该团队共免费为签约对象提供中医理疗
服务 300余人次，取得了较好疗效，在当地群众中获得良好
口碑。

今年以来，为解决群众受疫情影
响无法及时来到法院，或因其他原因
不方便出门等问题，南昌市东湖区法
院从满足群众多元司法需求出发，建
设集约高效、便民利民、智慧精准、交
融共享的诉讼服务体系，形成了“厅网
线巡”一体化诉讼服务新格局。

8月 30日 15时，东湖区法院诉讼
服务大厅内，只有七八名群众正在等
待。“因为最近防疫形势比较严峻，很
多人在外地无法赶回，但可以在网上
完成立案，所以现场人数明显少了。”
东湖区法院立案庭法官助理游述
文说。

打开手机，点击微信小程序“江西
移动微法院”，游述文一边操作一边介
绍，群众有诉讼需求可以先选择管辖
法院，然后根据平台引导提交相应材
料，法院智能立案系统便会收到提
示。“符合要求的，我们马上通过。缺
少材料的，我们会打电话给诉讼人，告
知如何补充。”

如今，“江西移动微法院”已经实
现网上立案、查询案件、计算诉讼费
用、法规查询、法院导航等功能，当事
人足不出户随时可办理网上立案及享
受相关服务，积极推进“线上打官
司”。截至 8月底，今年东湖区法院已
收到650件网上立案申请，其中90%的
案件诉讼人都不在南昌。

除了为管辖范围内的群众立案，东湖区法院还积极推
进跨域立案服务，即如果当事人在东湖区，但所涉案件管辖
法院在外地，可向东湖区法院申请跨域立案，解决长途奔波
的困扰。

今年 6月，家在重庆市江津区、工作在南昌市的农民工
王某向东湖区法院发来申请，称自己被拖欠工资，希望法院
能够受理立案。仔细分析案情后，法院工作人员告知王某，
该案件管辖法院应为江津区法院，但东湖区法院可以作为
协作法院为其提交材料，并进行初步审查。

“两三天后，我们联系好江津区法院，让案件顺利得到
受理。”游述文表示，今年以来，东湖区法院已经协助当事人
完成15起跨域立案申请。“它进一步解决了群众异地立案难
题，成为法院为群众办实事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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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韵建山玉带长，荷田锦鲤戏池
塘。莲花百态邀人舞，恰似梧桐引凤凰。”
这首小诗描写的是江西省 3A级乡村旅游
点彭泽县黄岭乡凤凰颈的风光。秋高气
爽，记者走进彭泽县建山村，该村凤凰颈
景点的荷田风光，吸引游客纷至沓来。

建山村位于黄岭乡南边，四面环山，
总人口 256户 1120人。近年来，该村将特
色产业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整合资金向
重点产业“握拳发力”。确保特色产业项
目“站得稳、行得久、效益好、可持续”，推
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初秋时节的凤凰颈，游人如织。网红
桥上传来阵阵尖叫声，游客玩得不亦乐
乎。黄岭乡党委书记张超告诉记者，建山
村以党建为引领，党员示范带动，不断推动
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大力推进“休闲农
业＋旅游产业”，发展荷花种植，不仅带动
周边农户提高收入，还为当地乡村旅游增
添亮点，吸引游人前来休闲观光，带动当地
经济发展。

每年荷花盛开时节，大量游客前往建
山村赏荷。漫步在荷花园中，只见荷花争
奇斗艳，清香扑鼻；品尝刚采摘的莲蓬，清

新可口。近处的五彩村庄，远处的蓝天白
云，构成一幅如诗画卷。

在荷塘，村民汪白茹边采摘莲蓬边
说：“现在日子越过越好了！村里不仅环
境优美，而且让我们在家门口就能赚钱，
一个月在这里做事也有3000块钱哩。”

“以前，村集体收入有限，想干点事没
有资金。等靠要不是办法。”谈起村里的
农旅产业发展，建山村党支部书记吴应枝
感慨地说。

为了进一步壮大村集体经济，建山村
把目光投向大山深处的生态资源，决定以

绿色生态为导向，大力开展生态农业招商
引资，吸引优质龙头企业参与乡村产业发
展。今年，一家大型企业江苏苏昱建设有
限公司在村里投资。该企业总投资2.8亿
元，流转土地3500亩。项目建设主体有十
里银杏长廊、十里彩虹大道、珍稀名贵苗
木培育基地、精品四季果园采摘基地、高
端民宿和颐养中心、复原瓷茶古道等。记
者在项目工地上看到，机器轰鸣，工人们
正在热火朝天地忙碌着。据悉，预计明年
年底，第一批投资项目将投入使用，给当
地村民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彭泽县建山村：

农旅融合 村美人和
本报记者 邹晓华

8月21日，分宜县介溪湿地公园晚霞映天，与碧水如镜
的河面、绿意葱茏的水草、遥望相间的石桥及村庄楼宇交相
辉映，构成一幅优美的生态画卷。 通讯员 袁建兵摄

防患于未“燃”筑牢安全防线
本报南昌讯（通讯员刘红）电动车“飞线充电”“进楼入

户”“人车同屋”等行为，一直是住宅小区安全管理的顽疾。
近日，南昌市青云谱区洪都街道纪检监察工作组对洪校社
区单元楼栋进行了全面现场督查。

消防通道是否畅通，楼道口是否有电动车乱停乱放，楼
梯间是否有电动车违规充电，充电区域电路是否按规定接
入……带着这些问题，洪都街道纪检小组工作人员对全社
区115栋居民楼211个单元一一巡查，并对违规居民进行引
导和劝诫。同时，现场发放“电动车消防安全五条禁令”宣
传单，进一步提高全民消防安全意识。

下一步，洪都街道纪检监察工作组将采取“检查+曝光”
的方式，集中曝光安全隐患，营造社会舆论压力，扎实推进
电动车综合治理工作。

让大件旧家具弃之有“道”
本报记者 曹诚平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