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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新闻客户端，进入“党报帮你
办”频道，反映你遇到的问题，
我们将及时帮你问、帮你办。

一吐为快一吐为快

春节临近，驾车返乡人员大增，一些农村地区又出现了堵车
问题。笔者发现，在堵车比较严重的地方，往往村道修得比较
窄。平时还好，一到年底，车辆增多，加上没有信号灯和交通维护
人员，狭窄的村道往往容易导致“肠梗阻”。随着农村汽车保有量
猛增，提升村道等级，补齐农村交通短板，已成为摆在面前的一道
必答题。

近年来，“村村通”的推进，极大地改善了农村地区交通条件，
但是，由于“村村通”开始实施时，农村汽车保有量还不大，对堵车
等问题预估不足，许多村道宽度只有3.5米左右，加上路肩，勉强
够两辆小车通过。而在一些条件不好的地方，一些村道是因陋就
简修成的，路况更差。笔者近日下乡时，在瑞昌、婺源等地的一些
山村看到，山路只有2米多宽。两车相遇，根本无法会车，只能尽
量往边上移，十分危险。一些村内道路，由于是见缝插针修建的，
往往也是弯曲狭窄。两车相遇，进退两难，稍不注意，就会与房屋
墙体发生碰撞。

农村堵车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值得高兴，也要引起重
视。随着农村的汽车保有量越来越大，农村道路资源不足的问
题将更加突出，相关部门应提早部署，高度重视农村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从远期来说，要对村道拓宽，提升等级有一个三年、
五年或者十年规划，逐渐改善农村地区交通状况；从近期来说，
可在一些较窄的村道边修建会车区、加宽路肩。在春节等重要
时间节点，利用屋场、空地等设置应急停车场，临时增加一些交
通设施，投入更多的交通管理力量，帮助维持交通秩序，缓解农
村交通压力。

小村道，大民生。提升村道等级，进一步改善农村道路交通
状况，关系到乡村振兴的推进，关系到群众幸福感的提升。相关
部门应及早行动，答好这道民生题，让群众出行更加畅通。

把村道修宽一些
曹诚平

“哇，真香啊！”1 月 19 日 17 时，在萍乡

市安源区丹江街道办江矿社区，工作人员

打开腊肉熏制机的炉门，一股肉香扑面而

来，沁人心脾。社区居民刘先生拿着熏好

的腊肉，高兴地说：“街道办购买机器，免

费为我们熏制腊肉，既方便了大家，又不

会污染环境，很好！”

在萍乡市很多地方，都有过年熏制腊

肉的习俗。以往，很多居民都是在家附近

找一块空地，用砖头或者废油桶搭建一个

简易的熏制室，捡来枯树枝，就地熏制腊

肉。一到年底，就会出现家家点火，户户

冒烟的情景，对空气质量影响很大。有的

城区居民甚至在楼梯间和楼顶熏制腊肉，

造成严重的安全隐患。

为了改善空气质量，保护环境，2021
年起，萍乡市严禁在城区以及周边“土法”

熏制腊肉。但是，过年熏制腊肉是群众长

期以来形成的习惯，没有腊肉，就少了许

多年味。如果一味禁止，群众会有怨言。

如 何 做 到 尊 重 年 俗 与 环 境 保 护 两 不 误

呢？丹江街道办工作人员在征询群众意

见的过程中，听说重庆很多地方用上了环

保熏肉机，立即前往考察，认为很适合引

进，于是投入 7 万多元，购进了一台熏肉

机。安源区白源街道办负责人听说后，也

购进了一台。

今年 1 月初，两个街道办的“熏肉神

器”正式开始免费为居民熏制腊肉。据介

绍，这款熏肉机每炉最多可熏制腊肉 300
公斤。居民每天上午 9 点之前把需要熏

制的鱼、肉、香肠等送来，统一挂进炉子

里，10 点开始熏制，下午 5 点出炉，居民各

自领回自己的熏制品。“如果是使用土法

熏制腊肉，时间少则七八天，多则半个月，

成天烟雾缭绕，熏得人流泪又咳嗽。”江矿

社区党支部书记张昌云说，“使用熏肉机，

环保、省事又省时。”

记者现场看到，这款环保熏肉机由熏

炉和油烟处理器两部分组成。需要熏制

的鱼、肉等在熏炉的上半部分挂好后，关

上炉门，就在下面的炉膛里点火生烟。为

了熏制出萍乡腊肉特有的口感，工作人员

特意买来茶树的树枝和谷壳作为燃料。

产生的烟尘和污油经处理后，废气再达标

排放。

据了解，截至 1 月 18 日，丹江街道办

和白源街道办两台熏肉机已共计免费为

居民熏制 5000多公斤“环保腊肉”。

“使用环保熏肉机，因为可以更好地

掌握火候，所以熏制出来的腊肉口感也更

好。”在白源街道办腊肉熏制点，居民张女

士拿着熏好的腊肉，乐呵呵地说，“今年我

家熏制了 50 多公斤腊肉，除了自己食用

外，还准备送一些给亲朋好友品尝，给大

家增添一点年味。”

环保又有年味“熏肉神器”上岗
萍乡安源区已免费为居民熏制5000多公斤“环保腊肉”

过年熏制腊肉，是很多地方的风俗

习惯。但是，不规范的熏制手法，不仅

造成安全隐患，还会污染环境。萍乡安

源区在严禁“土法”熏制的同时，购买环

保“熏肉神器”，既改善了空气质量，消

除了安全隐患，又尊重了居民的传统习

俗，让百姓过年能继续吃到美味的腊

肉，可谓一举三得。

一块“环保腊肉”，让居民感到贴心、

暖心。此事也启发了我们的政府部门，

无论何时何地，无论大事小事，只有把群

众的需求放在心上，真心实意地站在群

众的角度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政府部门

的工作就能得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环保腊肉”暖了居民心
记者手记

工作人员在使用熏肉机为居民熏腊肉工作人员在使用熏肉机为居民熏腊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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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邹晓华

1 月 25 日中午，居住在乐安县鳌溪镇

桥背村桥头村小组的饶春兰拿着蔬菜来

到水池边，拧开水龙头，干净的自来水“哗

哗”地冲刷在菜叶上。“村里的水管是去年

夏天铺的，9 月份就用上了自来水。现在

洗衣、做饭、洗澡十分方便。”饶春兰笑着

告诉记者。

乐安县鳌溪镇是城关镇，该镇的桥背

村桥头、前坪、坑口等 4 个村小组位于城

乡接合部，居民饮用水主要取自压水井，

部分水源存在水质不达标，遇到干旱用水

量不稳定。为保障群众安全饮水，乐安县

实施“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推动城乡供

水“一张网”建设，促进了城乡融合发展。

据介绍，前些年，因城南片区城市建设

项目的需要，桥背村余家村小组 70多户村

民都安置到了离乐安县幼儿园新园不远的

桥头村小组。“这一片是新区，自来水管网没

有延伸过来，家家户户都打了压水井。但水

质不行，一下雨水就泛黄，平时可用来洗衣

服，饮用和做饭都靠桶装水。”饶春兰回忆。

去年上半年，乐安县分管水利的县领

导获悉这一情况后，到各城乡接合部调

研。调研结束后，就解决城乡接合部区域

自来水难题召开专题会议，要求相关部门

在 2021 年 4 月底前拿出指导性意见，并制

定项目清单。同时，在 7 月份前安排好专

项资金对原有主管道进行延伸，12 月底前

完成城乡接合部的桥头、前坪、坑口等 4
个村小组自来水通水。

“ 我 们 筹 集 了 100 多 万 元 铺 设 管 网

3800 多米，安装水表 252 台，解决了 240 多

户城乡接合部居民的用水困难。去年年

底，全部居民都用上了自来水。同时，因

为城乡接合部的工程施工比较多，我们每

天晚上安排工作人员到相关区域巡查，了

解管网运行情况，一旦发现水管破裂、水压

低等现象，及时维修，确保居民用上安全、

稳定、满意的自来水。”乐安县水利局党组

成员、县供水公司经理袁务香告诉记者。

记者还了解到，乐安县结合乡村振

兴，去年启动了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和饮

用水水源地建设的江下水库扩建工程。

目前，总投资约 3000 余万元的公溪镇城

乡供水一体化项目正在实施，《乐安县江

下水库扩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也通过

审查。“两个项目建成后，可有效缩小城乡

之间的安全饮水差距，让城乡同喝‘一碗

水’，助力共同富裕。”乐安县水利局党组

成员、水利事业服务中心主任管国安说。

乐安实施一体化 城乡共饮“放心水”

困难群众 住上了廉租房
本报记者 邹晓华

近日，永新县芦溪乡居民向江西新闻客户端“党报帮你办”

频道反映，该乡困难群众刘敬云在乡政府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住

上了廉租房。

今年 45 岁的刘敬云体弱多病，孤身一人，由于长期患病丧

失劳动能力，没有固定经济来源，一直居无定所。芦溪乡政府

干部通过走访发现了刘敬云的住房难题，通过沟通协调，主动

为他申请到了一套位于永新县仰山小区 50 平方米两室一厅的

廉租房。

年关将至，芦溪乡政府干部还为刘敬云送去了床、被子、液

化气灶、米、油等生活物资，让刘敬云过一个温暖的新年。

整治河道 改善周边环境
本报记者 徐黎明

“原来布满漂浮物的南河，通过整治后，现在变得清澈见底

了。”1 月 25 日，景德镇市珠山区竟成镇居民朱显胜向江西新闻

客户端“党报帮你办”频道反映，家门口的环境变好了，他每天

晚饭后会沿着河道散步，呼吸新鲜空气。

近日，珠山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党支部联合竟成镇、涉河

村委会干部与党员志愿者，在南河河道开展了“清河行动”。参

加整治的志愿者共 30 多人，出动了挖机和农用车，将河道内及

周边的淤泥、杂草、漂浮物，以及生活垃圾进行收集统一处理，

共清理河道 3000 多米，清理垃圾 10 余车，有力改善了南河周边

环境卫生和河道安全。下一步，该局将继续落实“河长制”工

作，实现河道“水清、河畅、景美、岸绿”的目标。

楼道亮灯 照亮回家的路
侯艺松 通讯员 徐芳

“困扰我们多年的老大难问题终于解决了！”近日，看着单

元楼内亮起一盏盏明亮而温暖的感应灯，南昌市东湖区李家巷

社区子固路庭院的居民们无一不拍手称赞。

据了解，李家巷社区属于开放式纯居民老旧小区，辖区共

有 88 个单元，基础设施薄弱，并因历史遗留问题导致楼道无照

明灯，居民每晚只能摸黑上下楼。加上楼道里还时常堆积自行

车等物品，大家进出时总免不了磕磕碰碰。“黑灯瞎火”的日子，

多年来让此处的居民受了不少苦。

为了解决群众这一急难愁盼的问题，今年 1月，李家巷社区

采取分步推进的方式，以辖区子固路庭院和观音巷庭院为试

点，开始为居民楼安装楼道灯。经过半个多月的时间，已在辖

区 25 个单元楼内安装了近 200 盏楼道感应灯，居民上下楼只要

拍拍手或跺跺脚，楼道灯就会亮起来，从根本上解决了居民夜

间出行的安全隐患。

一盏盏小灯不仅照亮了居民回家的路，更温暖了群众的

心。“以前一到晚上，楼道里黑漆漆的，出门都要拿个手电筒，

小心翼翼地摸着走。现在有了感应灯，再也不用手电筒照明

了，更不用担心摸黑摔跤了。”家住子固路 249 号的刘师傅激动

地说。

靖安县港背村：
首任驻村书记“回”来了

“孙大哥，春节快到了，我又看您来

了。”1 月 21 日，在脱贫户孙前贵家，省

社保中心稽核处处长付建华将大米、食

用油、饼干和牛奶放在桌上后，握着老

孙的手嘘寒问暖。

付建华是港背村首任驻村第一书

记，这里的一草一木，以及每名村民他

都很熟悉。这些年来，帮扶单位共为港

背村落实了 1000 多万元帮扶资金，完

成公路硬化、安全饮水工程、新农村建

设等 29 个项目，村庄面貌焕然一新，兴

建了游客接待中心、农家乐、民宿等乡

村旅游配套设施。

2018 年 10 月，付建华结束了港背驻

村工作，但他依然牵挂村里的群众，当地

村民也十分熟悉这个省城来的帮扶干

部，仍然亲切地称他“付书记”。

“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今年会继续

扩大养蜂规模，让生活更加甜蜜。”孙前

贵指着墙上张贴不久的脱贫户收入情况

公 示 表 ，颇 有 成 就 地 向 付 建 华 报 喜 ，

“2021 年养了 48 箱蜜蜂，全年家庭收入

2.7万元”。

港背村党支部书记吴竹林介绍，该

村自然资源丰富，生态环境优美，先后荣

获“省级生态村”“省 4A 乡村旅游示范

点”“省十大秀美乡村”等称号，在政府和

帮扶单位的支持下，大部分村民吃上了

“旅游饭”。此外，村民依托种植白茶、油

茶，养殖蜜蜂和棘胸蛙，收入也非常可

观，不少脱贫户就是依靠种养产业逐渐

走上了小康路。

此次走访慰问的爱心物资，由山西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提供，该集团华东大

区总监尚恩得介绍，新年的脚步将近，新

春的关爱和祝福不会缺席。为让困难群

众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新春佳节，他们精

心采购了一批年货。今后会继续将慈善

事业做下去，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临川区新积村：
爱心物资给困难群众

数九寒天，冬雨淅沥。1 月 26 日，本

报“党报帮你办”栏目和爱心单位冒着严

寒，奔赴抚州市临川区罗湖镇新积村，看

望那里的困难群众。

在新积村村委会门口，爱心物资堆

成了一座小山，40 户脱贫户、低保户依

次领取了米、油、干香菇等爱心物资，露

出感激又幸福的笑容。这些爱心物资由

临川区人社局和该区社保中心提供。

“谢谢你们啊，这么冷的天还专门跑

这么远来看我们，我感到非常温暖。”脱

贫户江小英拉着临川区人社局局长杜建

雄的手说，新的一年，她更要用勤劳的双

手开创美好未来，把日子越过越红火。

新积村是人口大村，有 556 户、2783
人，目前有脱贫户、低保户 40 户。为巩

固脱贫成果，当地政府继续加强帮扶力

量，驻村帮扶和结对帮扶力度不减。在

党和政府的关心下，不少脱贫户找准了

发展路子，大力发展种养业，日子一天比

一天好。

“党报帮你办”携手爱心单位连续开展两场公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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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将至，岁寒情
深。1月21日和26日，
本报“党报帮你办”栏目
联合省社保中心和爱心
企业分别走进靖安县璪
都镇港背村、抚州市临
川区罗湖镇新积村，为
当地困难群众送去过年
物资和新春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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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川区新积村的脱贫户有序领取爱心物资临川区新积村的脱贫户有序领取爱心物资。。付建华付建华（（右二右二））在港背村看望困难群众在港背村看望困难群众。。

港背村脱贫户为本报公益活动点赞港背村脱贫户为本报公益活动点赞。。 本报记者 徐黎明徐黎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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