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IANGXI DAILY 9民 生2021年9月27日 星期一
■ 责任编辑 杨学文 兰春玉

9 月 26 日清晨，在鄱阳湖都昌县马影
湖水域，半个月前从遥远的西伯利亚飞来
越冬的4只白琵鹭正在草丛中觅食，这是监
测人员今秋以来在鄱阳湖范围内发现的首
批越冬候鸟。然而，作为业界公认的首批
越冬候鸟抵达鄱阳湖第一站的马影湖，这
半个月来并没有新增冬候鸟的监测记录。

9 月下旬，湖区原本要上演冬夏候鸟
“换岗”好戏，“现在鄱阳湖候鸟栖息地有些
冷清，冬候鸟只来了寥寥几只。”鄱阳湖候
鸟救治医院院长李春如说，与马影湖相邻
不远的都昌县多宝乡洞子李村村后的山
上，以及苏山乡达子咀村的山林里，这两个

鄱阳湖夏候鸟栖息地早已鸟去巢空。20
余万只夏候鸟一路向南长途跋涉，开始新
一轮的栖息生活。

“受天气影响，今年冬候鸟大规模来鄱
阳湖将会比往年晚。”李春如每天都在密切
监测冬夏候鸟的进出变化。他告诉记者，
鄱阳湖秋季罕见的持续高温，让身在遥远
北方的大量冬候鸟一再推迟南迁计划。

都昌县候鸟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李
跃介绍，候鸟迁徙越冬跟气候关系很大，一
般出现寒潮时才会南迁，但今年立秋以来，
我省还没有出现一场寒潮天气，这也是为
何半个月湖区没有新增冬候鸟的原因。今

年秋季，副热带高压一直盘踞在长江中下
游一带，最高气温维持在 35℃，寒潮和冷
空气根本没有蠢蠢欲动的机会。

“这个时候，还在遥远北方的冬候鸟，
应该一边等待时机，一边忙于‘大吃大喝’，养
足精神准备南迁至鄱阳湖越冬。”李春如介
绍，一旦气温大跌，大量冬候鸟将“闻冷而
动”，来到鄱阳湖这个“候鸟天堂”。

9月26日，鄱阳湖星子站水位为16.60
米，裸露的草洲和湿地并不多。由于水位
持续偏高，在浅水、湿地觅食的候鸟可能会
因食料不足面临觅食困难。

“我们观测到，由于鄱阳湖水位较高，

加上天气持续炎热，这 4 只白琵鹭白天躲
进山林里，清晨和晚上凉爽时才出来吃一
些水草中的虫子。”李春如说，湖区水位持
续偏高，对鄱阳湖水生态系统的恢复有
利。有了湖水的滋润，待到水落滩出时，就
会发现今年湖区各种水草普遍长势良好，
鱼虾、螺蛳等饵料增多，为冬候鸟的到来准
备了充足的食物。

目前，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在
紧锣密鼓地加强湖区日常巡护排查和监测
工作，全面做好迎接越冬候鸟到来的准备
工作，敞开怀抱迎接冬候鸟在鄱阳湖安全
栖息、越冬。

喜看巾口新面貌
吴曙光 雷 奇 本报记者 练 炼

9 月初，走进庐山西海风景区巾口乡，道路笔直平坦，
路灯时尚雅致，绿树成行，花草如茵，一排排色彩清雅的房
屋井然有序。微风拂过，银杏树枝丫左右摇曳，显得格外
怡人、美丽。

“干净、整洁、漂亮！”家住巾口乡集镇的黄冠艳这样形
容现在的环境，“家门口就有花草绿化、休闲广场，大家每
天到广场上跳跳舞、散散步，日子过得很滋润。”

“我在这生活了30多年。过去环境差，院墙下、路边四
处堆杂物丢垃圾。集镇改造后，环境变好了，还设置了分
类垃圾桶，每天有保洁员清运收集，生活跟城里人一个
样。”西下村的王汝荣眼里流露出满满的幸福。

这是巾口乡蝶变的一个缩影。
据了解，自 2020年启动集镇风貌提升整治以来，巾口

乡通过“清、改、建”三步走，将陈年垃圾清理运走，拆除原
有破烂棚舍，疏浚沟渠，架起太阳能路灯，铺设草皮并种植
绿化树木，一条条崭新的沥青道路连接周边……老百姓切
切实实感受到集镇风貌提升带来的变化和好处。

巾口乡党委书记郑鹏告诉记者，为了做美集镇、做活
产业、做大旅游，巾口乡投入 400多万元，成立农旅产业公
司，打造千亩产业园。流转、征收 620亩土地，引进江浙地
区优质桃、梨、橙、柑、柚等5个大类的20多个果树品种，探
索发展赏花采摘、休闲乡村游；同时整合花千谷景点、三山
农业基地等产业资源，以景区沿线、交通干线、修河岸线环
境整治为抓手，助力人居环境提升，促进精品民宿、西海渔
家等多个产业基地连点成线、连线成面。

王汝荣是一把干活好手，在巾口乡产业园工作。从前
期平整土地到果树种植后的田间管理，剪枝、除草、施肥，
他轻松实现家门口就业，月均增收2500元。

道路通畅了、环境变美了、钱袋子鼓了，巾口的百姓舒
心了。

“现在橘子全部批发到吉安市，每天请
了七八个村民在果园采摘。”9 月 14 日，邓
扬辉在自己的果园里忙碌着，脸上的汗水
都来不及擦。眼下正是橘子成熟上市时
节，永丰县八江乡杨家岭村的村民们忙前
忙后，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杨家岭村是一个移民村，村民均是浙
江移民，共有56户、228人。全村共有耕地
455 亩、果园 1500 亩。村民每家每户都有
果园，种有橘子、板栗、杨梅或柚子。

走进杨家岭村，只见沥青路平坦干净，
庭院错落有致。近年来，杨家岭村因地制
宜，在山上开辟“绿色银行”，做起“金山银

山”文章。八江乡成立杨家岭果业产业党
支部，发挥党员“传帮带”作用，积极组织群
众到基地学习交流，推广果树滴灌、病虫害
防治、科学施肥等栽培技术。

“刚卖完采摘的蜜橘，虽然忙前忙后挺
累，但心里高兴。”正在橘园里忙碌的杨家
岭果业产业党支部书记张杜成告诉记者，
全村 1000 多亩橘树品种都以温州蜜橘为
主，平均亩产1000多公斤，采摘期从8月底
开始，持续两个月。按目前市场价格，早中
晚三个品种的蜜橘平均每公斤4元。

50 多岁的村民宋正秀是杨家岭隔壁
村李家坑人。每逢杨家岭水果成熟的时

节，她就到果园帮忙采摘水果，每天有 100
元收入。为了帮助脱贫户就业，杨家岭果
园的施肥、除草、采摘均聘请脱贫户，“每人
每年平均收入1万元左右。”邓扬辉说。

经过村民多年艰苦创业，该村1500多
亩的荒山变成了“月月有花、四季有果”的
花果山。张杜成高兴地说，预计今年杨家
岭村果业产值超 400 万元，户均收入近 10
万元。

八江乡党委书记张锦竹告诉记者，杨
家岭村以水果产业为基础，同时开启“党
建+乡村旅游”模式，做大做强以杨家岭

“花果山”为中心的水果及农产品采摘乐趣

园。乡里投资 400 万元将原来不到 3 米宽
的进村水泥路改造成 7 米宽的沥青路；想
方设法引进资金，建设游客中心、旅游公
厕、杨家岭水库垂钓和水上乐园项目；高标
准建有集观赏、停车、运动、休闲为一体的
社区文化广场；开展常态化“星级文明户”
评比活动，将杨家岭村打造成看得见山、望
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有一定名气的农旅结
合示范点。

“农区成景区，田园变公园，产品变商
品，农房变客房”正成为现实，杨家岭村已是
远近闻名的果业村、富裕村、文明村，家家住
上了带院子的小洋楼，家家有了小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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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名贫困白血病患儿获国家资助
本报讯（记者黄锦军）记者9月24日从省红十字会获

悉：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国家彩票公益金大病儿童救助项
目”通过网络评审方式，开展了今年第三批白血病患儿资
助评审工作，向社会公示后，资助全国751名贫困白血病患
儿。其中，江西34名贫困白血病患儿获资助。

因贫困先天性白血病患儿救助年龄由 0 至 14 周岁扩
大到 0 至 18 周岁，江西第三批获资助的患儿年龄最小的
仅 1 周岁、年龄最大的 18 周岁。此批受资助的贫困白血
病患儿按病情不同，分别获得 2 万元至 5 万元的资助，有
助于减轻贫困白血病患儿家庭负担。据悉，中国红十字基
金会自2009年起实施此救助项目，其已成为国家儿童医疗
保障体系和政府医疗救助的有力补充。从2009年起，全省
各级红十字会积极协助贫困白血病患儿申报此救助项
目。今年以来，我省共有 115名贫困白血病患儿获此救助
项目的资助。

“中国好人”分享家风故事
本报南昌讯 （记者邹晓华 通讯员邓雯宇、袁琪）9 月

23日，南昌县塘南镇邀请“中国好人”陶玉英在该镇田万村
为青少年分享家风故事。陶玉英用朴实生动的语言，教育
青少年要勤俭节约、关爱他人，展示了优秀家风家训传承
的重要性；教育青少年弘扬社会正能量，争做崇德向善、孝
老爱亲、文明守礼的新时代好少年。

塘南镇还将党建办、统战办、关工委等部门力量整
合，通过家风故事分享会、手抄家规家训等活动，让群众
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三风”正能量的熏陶，全面提升居民幸
福感。

本报南昌讯 （记者蔡颖辉）买的裤
子腰有点大，需要收一收；雨伞打不开
了，想要修一修；鞋子蹭破了点，补一补
还能穿……随着城市的发展，这样便民
的小修小补摊点在街头越来越少见。
如何既方便群众，又能在不影响城市环
境的前提下，让一些家庭困难的便民摊
点从业者安心做事？南昌市东湖区利
用街头巷尾的边边角角，做了一次有益
的探索。

“我刚到南昌租房的时候，找了2个
小时也没找到配钥匙的摊点。”从赣州
到南昌工作的小温说，最后在房东带领

下才在一条小巷内找到配钥匙的摊点。
“小修小补摊点具有流动性、低成

本、便民的特点，同时又是城市治理中
的老大难问题。如何在这中间找到平
衡，我们进行了一些探索。”东湖区城
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区充分考虑
流动摊贩的生活生存需要和市民需
求，利用具备条件的城市空间，设置小
修小补专用摊位，供街道辖区摆摊设
点的下岗职工、低保户、残疾人等困难
群体使用，最大限度地满足群众的日常
生活需求。

9 月 22 日上午，记者在戴家巷社区

内看到，政府部门出资在小巷内搭建了
一排长长的隔间，隔间内分别有修补衣
服、修锁、修伞、修鞋、修家电等摊点入
驻，不少居民来此修理家中小物件。

“我修补衣服十多年，以前在街上
摆摊被城管驱赶，没想到现在可以在免
费的格子间营业。找我修补的人多了，
做事也不用提心吊胆了。”正在修补衣
服的曹大姐笑得合不拢嘴。

“所有的便民服务点，都是依照‘小
修小补’标准，以服务性行业为主，最大
限度地减少了卫生、噪音扰民等问题，
让服务点与居民能和谐相处。”东湖区

城管执法大队公园中队周春轶说，在
戴家巷设立的便民服务点，摊主都是
本社区的困难户，对于家门口的就业
机会非常珍惜。如果有出店经营、噪
声扰民之类的违规行为发生，执法队
员会进行打分，以此作为后续便民服
务点经营权分配的参考，实现经营秩序
的长效管理。

据悉，目前该区设置便民服务点约
30 处。对没有条件建立室内便民服务
点的街道、社区，执法队员通过在地面
喷涂白线，规划经营区域，力求让便民
服务点覆盖更多居民区。

既方便群众又不影响市容环境

东湖区为便民摊点设置专用摊位

今秋持续高温 候鸟“换岗”推迟
鄱阳湖区正加强日常巡护排查、监测，全面准备迎接越冬候鸟的到来

本报记者 徐黎明

永丰县杨家岭村：最是橙黄橘绿时
尹海平 本报记者 邹晓华

近日，在萍乡武功山风景名胜区花涧里，70余亩向日葵进入盛花期，在蓝天白云下竞相绽放，形成绚丽的金色花海景观。如画美景引
得游人纷纷驻足，拍照打卡。 通讯员 谢凌阳摄向秋盛开

本报乐安讯（通讯员邱志超、邹家庆）“今天
中午的菜是香菇炖肉、清炒冬瓜，要把肉和香菇
再多炖一会儿。”日前，在乐安县湖溪乡康村村

“幸福之家”厨房，黄官星边切菜边和搭伙的曾有
根说道。今年5月，康村村党支部充分发挥老党
员作用，结合该县对老年人“幸福之家”的建设、助
餐等方面进行补贴的政策，建立“幸福之家”，解决
了村里21名老年人一日三餐吃饭难问题。

康村村党支部积极为民办实事，今年 5 月，
针对留守老人吃饭难问题，成立了以 55 岁的黄
德星为会长、黄官星和曾有根两名老党员为成员
的康村村居家养老理事会，通过“以老养老”模
式，建立“幸福之家”，为村里留守老人提供一日
三餐服务。在老党员的带动下，村民、爱心企业
纷纷自发捐款捐物，短短几天，累计捐款 9738
元。6 月 7 日，康村村“幸福之家”正式开始为该
村老年人提供一日三餐服务，受到老人欢迎。77
岁的老人祝求祥高兴地说：“食堂饭菜口味清淡，
菜量适中，符合我们的健康需求，医生都说我现
在高血压病情稳定了许多。”

“幸福之家”目前已运行3个多月，黄德星拿
着 6月至 8月份“幸福之家”的账单算下来，就餐
补贴加上老人每月出的200元伙食费减去开支，
还结余 6400 多元。“下个月，不收取老人的 200
元，也够伙食开支。”黄德星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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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1日，在南昌市八一公园内，市民乘坐游船观光游
览，乐享假日美好时光。 史港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