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 饶 市 信 州 区 水 南 街

道辖区内多是无物业、开放式

小区，车辆违停、衣物乱晾晒、杂

物乱堆等现象已经是陈年痼疾，整治

后易反弹，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为此，水

南街道探索形成社区主场、供需吸引、部

门联动的基层“磁治理”模式，将属地

社区打造成为磁场源，努力提升

社区磁场吸引力，呼吁辖区居

民主动参与基层治理，激

发社区自治活力。

区 域 ■ 责任编辑 邱 玥 朱晓羚

2021年 11月 3日 星期三JIANGXI DAILY10

扫码看扫码看 ▶▶ ▶▶ ▶▶ ▶▶

欢迎广大通讯员投稿或提供报道线索
邮箱：jbquyu@sina.com
电话：0791-86847762

《区域》有两个属性：一是“区域”，二是“观

察”。“区域”划定了该版报道的宽度，即聚焦我省县

（市区）层面，涵盖区域性合作区及乡镇（街道）、村

（社区），辐射我省边界地域；“观察”则界定了该版

报道的深度和力度，即以观察性的深度报道为主。

▶▶ ▶▶ ▶▶ ▶▶
扫码看扫码看《《区域区域》》
江西新闻客户端专题江西新闻客户端专题

一粒豆，带来一场美食盛宴

10 月 5 日，全省“百县百日”文旅消费季

“中国·流芳豆香小镇特色旅游暨首届豆文

化美食节”活动在湖口县流芳乡豆文化产业

园广场正式开幕。

豆花、豆皮、豆酱、豆参……各种豆制品

引得四方游客来。江西芳洲生态农业有限

公司行政经理黄文杰告诉记者，这次美食节

活动，对豆制品的销售起到一个非常大的宣

传作用，三天的活动，公司不仅现场销售了 3
万多杯豆浆，而且线上销售爆棚，每天的订

单比以前多了几倍。看到家乡的产业发展，

流芳乡的百姓们也是由衷地高兴，纷纷表示

要当一名湖口特产的宣传员，让天南地北的

朋友们知道、了解、购买湖口特产。

一粒豆，带来一场美食盛宴。据了解，

三 天 的 美 食 节 活 动 ，吸 引 客 流 量 超 7 万 人

次，豆制品销售额超 200 万元。流芳乡乡长

赖海燕告诉记者，这次豆文化美食节活动，

让群众在家门口体验了集吃喝游购娱为一

体的服务，极大地推动了商贸旅游消费升

级，流芳乡将在今年成功举办美食节的基础

上，以后每年举办一次，让流芳乡豆制品和

豆文化走进千家万户。

一粒豆，成就一个富民产业

一粒豆，能成就千万佳肴，也能成就一

个产业，于湖口县流芳乡而言，是种质资源，

更是乡村振兴、富民的密码。

流芳乡是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省级

生 态 乡 镇 、省 级 文 明 乡 镇 、九 江 市 特 色 小

镇。该乡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因地处鄱阳湖

流域，昼夜温差大，境内土壤富含硒元素，出

产的大豆颗粒饱满、色泽金黄、蛋白质含量

丰富，为产业发展奠定了先天优势。目前，

全乡大豆种植面积 5000余亩，核心试验基地

面积约 1000 亩。基地开展大豆品种试验种

植 100 余种，进行大豆品种繁育 500 余亩，通

过大豆品种对比试验，筛选出优质、高产、高

效、抗性好、适应强的大豆品种在全县乃至

全省推广，大豆种质资源保护品种 440个，旨

在对我省各地大豆品种进行资源保护，为今

后大豆品种选育提供材料。今年进行的国

家大豆产业体系品种测产，流芳种植的华春

六号亩产达到 263.8公斤。

近年来，流芳乡作为湖口县全域发展的

一个缩影，在沿路城乡一体示范带作出示

范。该乡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战略，

持之以恒发展豆产业，以“流芳豆谷”国家级

星创天地、院士试验站、乡村振兴学院、创业

孵化基地、电商中心等为载体，延伸豆产业

链条，打造集科研种植、产品加工、观光体

验、网红直播、亲子研学、旅游购物等功能为

一体的产销链，建立豆产业生态圈，增加产

业集群效益。流芳豆参获批国家地理标志

证明商标，“流芳豆花”“流芳豆卷”“流芳豆

酒”等多种特色产品广销市场，好评如潮。

流芳乡已逐渐形成完整的“豆立方”发展模

式，开启乡村振兴的 N 次方。在大力发展

豆制品精深加工的同时，该乡加快发展农

村电商等现代农业服务业，促进农业“接二

连三”融合发展，在推进乡村振兴上取得了

新突破。

一粒豆，“长”出一个文化园区

鄱阳湖畔闻豆香。走进流芳豆文化产

业园，各种豆制品香味扑鼻而来。

流芳豆文化产业园是集大豆科研试验、

品种繁育、种植、加工、销售、文化旅游为一

体的现代农业示范园。该项目总投资 1.2 亿

元，按照“一园三区十景”布局，规划建设试

验种植区、生产加工区、旅游商贸区。目前，

已完成园区 2.6 万平方米综合楼和厂房建

设。通过产业链招商，引进江西芳洲、芳德

公司、鑫农康公司、湖南臭豆腐、湖口豆豉、

流芳豆参、美泉莹电商等 16 家豆制品生产、

加工、销售、电商、配送等项目落户园区。目

前，江西芳洲“豆花、豆卷”、鑫农康芽苗菜、

豆乃康豆皮等项目已经投产，今年可实现产

值过亿元，带动 100余人就业。同时，依托园

区培训学校，创建乡村振兴学院，与省农业

农村厅和省农科院、江西农大、省农广校等

院校合作，举办各类豆制品人才培训班，为

乡村振兴培养实用人才。

赖海燕告诉记者，豆文化产业园区坚持

一二三产融合发展，走生态化种植、标准化

加工、品牌化营销、豆文化传播“四位一体”

之路，实施龙头企业引领带动、科技创新动

力推动、党委政府组织促动、创业大众参与

联动“四轮驱动”，将成为生态美农、产业强

农、旅游旺农的美丽乡村田园文旅综合体，

成为产业特色鲜明的豆文化产业创新创业

文旅示范基地，正着力申报省级工业旅游示

范区和国家AAA级旅游景区。

破开乡村厚土，致富一方百姓，这就是

一粒豆的传奇。

豆香流芳
——看湖口县发展豆业经济促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刘小荣 文/图

近年来，湖口县充分利用优势资源，大力

加快现代特色农业发展步伐，着力形成“一乡

一园、一村一品”的现代农业发展格局，推动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该县流

芳乡以豆产业为主导，提出“一粒豆、一个产

业、致富一方百姓”的发展思路，鼓励各村围

绕“一乡一业、一村一品”开发和销售豆制品，

走出了一条生态化种植、标准化加工、品牌化

营销、豆文化传播“四位一体”的新路子。

眼下，黎川县龙安镇水尾村千亩油茶林基地已经

进入采果期，茶树枝头果实累累压弯了树枝，村民正

在基地忙着采摘油茶鲜果。据悉，目前该县油茶种植

面积 2 万多亩，产值达 1 亿多元，油茶产业已经成为山

区农民的“聚宝盆”。 通 讯员 吴维纲摄

“黄金水岸小区 9 栋旁边有草席、旧家

具等垃圾堆放。”10 月 28 日 8 时 15 分，刚刚

买菜回家的郑凤菊拿出手机，简单几个字配

上一张现场照片就发送到了金山探探微信

群里。郑凤菊是水南街道金山社区的居民，

自打成为“南街探探”开始，类似这样发现问

题的工作已经成为她的生活日常。

路见不文明，“探探”来曝光；手机一拍

现场留证，让不文明乱象无所遁形。“有时快

的话，一到两个小时就能解决问题。需要多

部门协调来解决的问题，大部分一天内也可

处理完。对于复杂的问题，当天没有处理

完，也有明确的回复，让人很舒心。”郑凤菊

说，水南就是一个大家庭，人人都要为家庭

建设出力。

金山社区共有居民 1760 户，只有 6 名网

格员。“这 6 名网格员都是社区干部兼职，做

不到专职化，现在好了，网格员不够，‘南街

探探’来帮忙。”金山社区党支部书记杨旻

璐说，社区有“南街探探”17 人，由热心公益

事业的老党员、志愿者组成，他们生活在小

区里，能及时发现问题，并且监督相关部门

解决问题。

一个探探微信群里平均每天能收到 20
余条“探探来报”，水南街道要求社区网格员

和街道“见事管事”小队接到消息后，必须即

刻前往现场进行整改。“我们既要发现问题，

又是社区、街道整改问题的监督员。因为问

题发生在自己生活的小区，所以会牢牢地盯

住各部门及时处理好。”郑凤菊说。

居住在铁路党校宿舍的 85 岁老人周延

德，房屋的阳台外窗、房顶每逢下雨产生了

积水就会渗漏，让他很苦恼。下滩头社区

“南街探探”杨明华在走访中了解这一情况

后，立即反馈到社区，由社区帮忙联系建筑

工人上门进行维修。周延德说：“困扰了几

年的问题得到了解决，我十分感激。”

“社区治理的磁场怎么形成？首先我们

是 发 动 群 众 参 与 ，今 年 8 月 街 道 共 聘 请 了

‘南街探探’186 人，小区的事让居民管起来，

小区建设让居民参与进来。通过为群众办

一件又一件小事、实事，社区的磁力越来越

大，有问题找社区，问题都在社区解决。”水

南街道办事处主任何钰瑶表示，在发动群众

的同时，街道将 12个村（社区）分成两大工作

片，公安、城管等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入驻

到工作片区中，并建立了两个片区工作微信

群，有问题可以随时在群里沟通、协调解决。

秋日的清晨，河滨花苑小区里居民们正

在利用转腰器、立式荡板、太空漫步机、腰背

按摩器等健身器材进行锻炼。“这 10 套健身

器材是上个月装上的，现在大家健身都不用

出小区了。”金山社区“南街探探”乐若生告

诉记者，以前小区里没有健身器材，居民锻

炼健身需要到 1 公里外的公园，十分不便。

成为“南街探探”后，他第一时间将小区没有

健身器材的情况向社区进行了反映。

“探”出问题是首要条件，解决问题是必

然要求。针对乐若生反映的问题，金山社区

积极寻求共建单位上饶云碧峰森林公园管委

会的支持，由上饶云碧峰森林公园管委会向

小区捐赠10套健身器材，为群众提供方便。

小磁场，大作用。“要想把磁场效应放到

最大，归根结底还是要多为群众办实事。”何

钰瑶说，要将实事办好不仅要群众参与，也

离不开职能部门的大力支持。

景山花苑小区是一个开放式小区，毗邻

上饶市人民医院，由于医院停车位紧张，不

少前来就医的患者将车随意停放在小区内，

小区居民经常因为停车产生矛盾纠纷。为

此，老党员“南街探探”邓颂平每天 7 时 45 分

准时到岗，在小区内引导居民停车。“我的力

量毕竟有限，跟社区报告这里的情况后，得

到了辖区交警的支持。现在，每天早上病人

就诊高峰时段，交警部门派出一名交警到小

区门口执勤，并且划好了停车位，引导居民

有序停车。”邓颂平说，有了职能部门的支

持，“南街探探”的工作也更有成效了，居民

群众对社区的认可度也更高了。

社区吹哨，部门报到，群众叫好。三方

联动凝聚强大合力，胡乱堆放的楼道杂物消

失了，小区里的汽车停放有序了，路边电线

杆治好了“牛皮癣”，破落的里弄小巷改造后

成为网红打卡地……水南街道的环境美了，

群众的笑脸也多了。

小磁场 大作用
——上饶市信州区水南街道创新基层治理激发社区自治活力

本报记者 吕玉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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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余：“指尖课堂”助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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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陶匠人
■ 朱兆恺 文/图

吉安：网格护林除盲区

黎川：荒山变成“聚宝盆”

今年 9 月，江西省公布了第四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

承人名单，伍映方和他的靖安黑陶制作技艺成功入选。10 月 29 日，记者来到位

于靖安县香田乡的靖窑，见到了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靖安县靖窑陶

瓷坊创始人伍映方，他拿起黑陶片和鸡蛋壳给记者讲解黑陶制作中的要点。

伍映方的父亲和爷爷都是陶瓷手艺人，受他们的影响，伍映方也爱上了这

门手艺，17岁就跟随父亲学艺，一干就是 31年。

2011 年 10 月，在靖安县老虎墩遗址出土蛋壳黑陶觚之前，伍映方研究黑陶

已有多年，但始终停留在化工原料与有烟煤熏烧的层面。他决定全身心地研究

黑陶古法技艺的恢复，在没有任何资料可查的情况下，只能不断地做实验、做记

录、找规律、做调整。

几千年前的古人没有硅酸盐化工原料，用的都是天然泥料。天然泥料的变

化性大，准确地调配天然泥料的比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挑战 0.2 毫米至 0.3 毫米的薄度，是薄胎蛋壳黑陶手工技艺恢复的一个难

点。伍映方告诉记者，在制作蛋壳黑陶高柄杯的过程中，坯体的厚度无法用手

去触摸判断，只能在极其专注的状态下，用耳朵听修坯刀划过坯体的声音，来辨

别坯体的厚薄，而修坯刀一个轻微的抖动，都会造成坯体破裂。

几年的实验下来，用天然泥料配比、柴窑烧制，陶器竟看不到半点黑色的生

成。烧制一窑的成本很高，由于一直埋头黑陶技艺的研究，没有产出，伍映方一家

人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是他还是想“守一团干净的泥，烧一把纯粹的火”。

在不断地摸索中，伍映方逐步推翻了化工原料添加法，否定了有烟煤烟熏

法，直到百分之百采用当地无污染的原生泥土，用天然柴火烧制出里外全黑的

黑陶。2014年，经过长时间不懈努力，伍映方成功恢复了古法黑陶制作技艺。

“我希望能够让更多人了解黑色陶瓷的历史，掌握黑色陶瓷的制作技艺。

也希望能够发现与培养对黑色陶瓷特别感兴趣、有潜力的爱好者或学生，将他

们发展成传承人，使传承人的队伍不断壮大。”伍映方说。

本报大余讯 （通讯员叶功富、王丽）“以前只会接

打电话，现在不仅学会了微信视频聊天，还学会了微

信支付、生活缴费等，生活可方便了。”近日，家住大余

县南安镇建桂街的李小雄老人一提起自己会用智能

手机的事，就乐得合不拢嘴。今年以来，大余县通过

开设老年人智能手机公益培训班，助力老人跨越“数

字鸿沟”，共享智慧生活。

针对老年人“用机难”问题，大余县以城市社区党

群服务中心为载体，设立老年人智能手机培训点，组

织社区干部、爱心志愿者等，采取集体培训、一对一讲

授等多种形式，将智能机的常用功能制作成PPT，通过

图文并茂的方式，形象地为老年人讲解微信、支付宝

等常用软件的使用技巧，以及在手机上如何申领赣通

码、进行生活缴费、查询医保和社保等服务，帮助老人

掌握智能手机常用功能的应用。同时，在培训中，大

力普及各类知识，防范电信诈骗。

本报吉安讯 （通讯员童智杰、周友宝）“以往护林，

随意性较大。现在护林，除了有固定护林网格，还专门

配备手机，通过‘赣林通’护林巡查系统，可以把林区情

况及时向上反映。”吉安县敖城镇专职护林员肖秋发所

说的护林网格，是该县不断深化林长制改革，推行“网

格化”护林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该县针对专职护林员分布和资源情况，将

全县森林资源划分 332 个网格，配备 332 个护林网格

员。同时，建立县、乡、村、组四级管理体系，实行县领

导包乡、乡干部包村、村干部包组、护林员包山头和地

块，真正做到“山头有人巡、后台有人盯、问题有人查、

成效有人问”。为掌控林区最新动态，林业主管部门为

每名护林员配备了移动手机，以“赣林通”系统为平台，

实现了智能化巡山护林模式，建立了静态调度与动态

检查、明察与暗访相结合等巡山护林监管调度方式，实

现了县域内巡山护林不留死角、不留盲区、不留隐患。

10 月 28 日，九江市农业农村局、市农科院、德安县

农业农村局专家来到该县林泉乡林泉村油菜种植现

场，观摩毯状油菜移栽机械作业演示。这种全新的油

菜栽培方式，在德安县尚属首次，大大提高了油菜的生

产效率，有效降低了生产成本和油菜生产中的多种困

惑。林泉乡今年准备在林泉村试种 200 亩，成效显著

后，明年将在全乡进行推广。 通讯员 罗其高摄

德安：油菜移栽机械化

图①：10月 29日，伍映方将上好釉的坯放置到坯架上

图②：10月 29日，伍映方在仔细地修坯，使坯体规整

②②①①

核心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