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井盖隐藏大隐患
6 月 8 日，记者在南昌市北京东路和上

海路交叉处看到，一窨井盖松动，车子驶

过，“咣当”之声不绝于耳。市民陈先生告诉

记者，从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沿着北京东路往

彭家桥方向到右转上洪都高架的这一路段，

几十个窨井盖都是高低不平的，有些窨井盖

与路面的落差甚至超过半个轮胎。今年 4
月，他就目睹了北京东路一个窨井盖被车轮

碾压弹出路面，造成了交通堵塞的险象。

随后，记者来到南昌市象山南路与孺

子路交叉处，发现有 3 个窨井盖低于路面，

其中一个窨井盖松动。在南昌市红谷滩

红谷南大道，从世贸 APM 到朝阳大桥转

盘处路段，也有 8 个窨井盖低于路面。

记者联系了红谷滩区城管综合服务中

心主任赵军军，他表示会立即联系产权单位

进行维修。6月8日下午，红谷滩区城投公司

的维修人员已将存在问题的窨井盖修好。

连日来，记者在南昌街头走访，发现

窨井盖高低不平、破损、松动、发出噪音等

问题多多，一不小心，就会绊倒行人，或者

将车辆轮胎撞鼓包，小井盖隐藏着大隐

患，相关部门不可忽视。

“九龙治水”导致互相扯皮
记者调查发现，北京东路共有窨井盖

440 个，其中南昌市排水事务中心 164 个，

其他的分属供水、供电、燃气、广电、联通、

电信、弱电等十几个部门。

一名不愿具名的市政工程管理所所

长告诉记者，窨井盖权属单位众多，“九龙

治水”导致窨井盖管护难。按照属地管理

原则，市政工程管理所只负责辖区窨井盖

的日常巡查工作，发现问题，通知产权单

位前来维修处理。“有的产权单位很配合，

接到通知会立即进行维修，有的产权单位

根本就不理会我们，遇到这种情况，我们

也没办法。”

此外，有的产权单位还是市政工程管

理所的上级部门——南昌市城市管理和

综合执法局的下属单位。“我们处在比较

尴尬的境地，比如，市政排水窨井盖产权

属于南昌市排水事务中心，它是南昌市城

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的下属单位。让我

们下级部门监管上级部门，有点难度。”这

名所长苦笑着说。

另外，还有一些窨井属于弱电共用。

窨井里有几家单位的线缆，弱电共用的窨

井盖出现问题后，叫产权单位前来维修，

他们总是互相推诿扯皮。

没有处罚权监管很乏力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同部门的窨井

盖形状不一，材质不一。有的窨井盖是圆

形、菱形的，有的是长方形、正方形的；有

的窨井盖是水泥材质的，有的窨井盖是铸

铁材质的。据了解，窨井盖之所以出现规

格不一的情况，是因为各个部门按照自己

的行业特性来设计。

南昌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相关

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南昌市的窨井盖在

材料和形状上没有统一的标准，都是各个

产权单位根据自己的需求设计制造。

除了窨井盖没有统一标准外，监管方

面也缺乏力度。青山湖区市政工程管理所

所长赵鹏告诉记者，管理部门在巡查中发

现窨井盖存在问题后，都会及时通知产权

单位进行维修，但如果对方不理会，市政工

程管理所也没办法，因为他们没有处罚权，

不能采取强制措施要求对方维修。

南昌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相关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对窨井盖出现问题而拒

不维修的行为如何处理，目前南昌市还没

有相关规定，因此，监管起来很乏力。

窨井盖分属不同产权单位导致管护难

谁来守护“脚底下的安全”？

“咣当咣当”，车子一过，响声刺

耳，这是南昌市北京东路和上海路交

叉处一窨井盖发出的声音。由于窨

井盖与路面高度相差过大，有几十个

窨井盖都存在这种情况，车子碾过，

颠簸加上响声，令人惊心、烦躁。北

京东路是窨井盖高于路面，而南昌市

红谷南大道上的窨井盖则是低于路

面。无论是高还是低，这些窨井盖都

给人车出行带来一定的安全隐患。

连日来，记者在南昌市街头走访，发

现窨井盖问题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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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天候出航的“生命方舟”
侯艺松

“洲头村有一名村民突发急病，需要马上入院，但现在渡船

停运了，请你帮忙将患者立即送到对岸码头，救护车会在码头

等候。”近日，九江市柴桑区江洲镇洲头村的应急通航渡船船长

江师傅，接到市医疗急救中心城东急救分站的求助电话。

情况紧急，挂断电话后，江师傅立即与患者家属联系，第一

时间将其送至对岸。在应急渡船和救护车的接力救援下，患者

得到了及时有效救治，转危为安。

“以前遇到突发情况时，想过江可没这么方便。”江洲镇居

民黄继华说，“感谢政府为我们开通了一条急救生命通道。”

江洲镇位于长江中心的江新洲上，除了该镇，洲上还有一

个新洲垦殖场，整个江新洲常住居民约 8000 人。江新洲四面环

水，渡船是通向外界唯一的交通方式。平日里，白天每半小时

至一小时一趟的渡船足以满足江新洲百姓日常出行需要，但夜

晚渡船停运，百姓夜间出行十分不便。这条 24 小时的应急渡

船，是江新洲群众一直以来的期盼。

“最后一班渡船是 18 时 30 分，到第二天 5 时 30 分才会重新

起航。”黄继华说，如遇突发紧急情况，夜间过江只能临时找快

艇或者渔船。快艇速度虽快，但没有甲板，人员上下船存在很

大安全隐患，特别是遇恶劣天气，江面风急浪高，乘坐快艇人身

安全没有保障。

为畅通江新洲百姓的生命航道，今年 5 月，九江市医疗急救

中心与海事部门制定了夜间通航应急预案，开通一艘 24 小时待

命的应急通航渡船，确保第一时间将江新洲的急症患者转运到

市区救治。

“此次 24 小时应急通航渡船的开通，将有效提高江新洲急

危重症患者的抢救成功率，更好地为江新洲百姓的生命健康安

全保驾护航。”九江市医疗急救中心相关负责人杨凡说。

“这可是一艘‘生命方舟’啊，有了这艘渡船，今后遇到什么

紧急情况，再也不用发愁了。”黄继华说。

本报奉新讯 （记者陈璋 通讯员王力磊）“感谢奉新县住建

局和村委会这么多年来的关心和帮助，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

的我。”近日，江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毕业生魏婉娟通过江西新

闻客户端“党报帮你办”频道感谢道。

魏婉娟自幼父母离异，从小随奶奶和叔叔在奉新县干洲镇

南岗村生活。由于叔叔是盲人，没有劳动能力，家里一直很困

难。2019 年，魏婉娟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根本拿不出学

费。得知情况后，奉新县住建局驻南岗村第一书记王迪莹和工

作队员多次上门走访。该局党委经研究决定，每年资助魏婉娟

1 万元，直到她毕业。如今，魏婉娟已经在中学实习，并准备继

续深造，毕业后决心回到奉新教书，回报家乡。

爱心资助 帮扶女孩大学毕业

课堂上，魏婉娟正在实习教书。（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婺源4A级以上景区均有非遗项目
婺源拥有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49 项，

其中国家级 6 项、省级 12 项，拥有各级代

表性传承人 441 名，其中国家级 8 人。作

为徽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和传承地，婺源先

后获得了国家级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中

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婺源雕刻之乡）、全

国非遗保护工作先进集体等荣誉。

步入该县江湾景区，牌楼的右边是古戏

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徽剧经典剧

目正在上演，游客们正津津有味地观看。

在非遗手工制作室，游客们饶有兴趣

地欣赏砚雕大师现场制作歙砚，时不时拿

起刻刀，体验在石头上刻字。

在篁岭景区，一场激情四射的傩舞表演

引得游客纷纷拍照，让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

感受了非遗项目的文化内涵和独特魅力。

“太过瘾了。”一名来自安徽东至县的

游客说，想不到景区安排了非遗项目展

演，真是大饱眼福

非遗进景区，让文化与山水激情碰

撞。记者在现场看到，婺源绿茶、铅山连四

纸、横峰葛粉等 30 余项特色非遗项目集中

进行了展演、展销。一名来自吉安的游客

告诉记者，这么多非遗项目同时亮相见，简

直是一场“非遗盛宴”，令人大开眼界。

婺源县文旅集团负责人介绍，近年

来，该县在非遗资源挖掘、保护和培育力

度的基础上，按照“文旅融合、非遗先行”

思路，推动婺源茶艺、歙砚制作、徽剧表演

等一批优秀民间文化艺术和旅游融合发

展，实现全县 4A 级以上景区均有非遗项

目、传承人常驻展示。

“非遗盛宴”吸睛指数越来越高
在我省各大重点景区，景点的风貌改造、

旅游服务设施、游客接待中心宣传册、景物景

观中充分融入了非遗元素，实现了非物质文

化遗产知识内容的普及和非遗项目的入驻。

每逢节日期间，鹰潭龙虎山景区都会

开展具有非遗特色的文化活动。悬棺表

演为观众展示了古越人的墓葬习俗、拥有

700 多年历史的畲族马灯舞表演风格独

特……游客既可以赏绝美丹山碧水，又能

近距离接触非遗特色文化。

“不虚此行，让我们更加了解我国的

传统文化，感受其魅力。”一位来自湖北的

游客有感而发。

行走在婺源李坑、汪口等景区景点，

游客不经意间就能与非遗进行一次次亲

密 接 触 。 徽 剧 、傩 舞 、灯 彩 、茶 道 、“ 三

雕”……总是节庆活动上的“座上宾”。

“我学到这项技艺，最大的希望就是

能传承下去，让游客感受中国雕刻文化的

博大精深。”婺源三雕国家级传承人俞友

鸿说，政府部门和景区都非常支持非遗传

承，自从走进景区后，游客明显增多。

“婺 源 的 美 不 仅 在 于 优 越 的 生 态 环

境，更在于深厚的文化积淀。”婺源县文旅

集团负责人告诉记者，景区与非遗文化融

合后，吸睛指数越来越高，吸引着越来越

多的中外游客。

省文旅厅相关负责人介绍，非遗项目

入驻景区，弘扬了优秀传统文化，也焕发

出强劲的生命力和文化感召力，为旅游注

入新的活力。

非遗融入丰富景区文化内涵

近年来，非遗传承广受关注。一些旅

游景区利用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

在规划开发之初就将非遗元素融入其中，

一方面推动非遗与文旅相融合，让非遗焕

发更加长久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培育经济

新动能，推动消费升级。

景德镇古窑民俗博览区设立制瓷作

坊，进行现场制瓷，展示悠久的手工制瓷

工艺，游客可亲身体验；龙南市客家酒堡

设立酿酒作坊，向游客展示客家米酒的制

作过程，让游客体验酿酒的乐趣。

在现场体验方面，各地将传统技艺和

传统手工艺品的制作、生产、表演、销售搬

进景区，让游客参与其中。

“好看好吃还好玩。”去年国庆节期间，

在布置一新的南昌市新建区美食街，不少小

朋友拿着刚用糖吹出来的造型高兴地说。

展示现场，石埠挂面制作技艺、石埠米粉制

作技艺、大塘清明酒酿造技艺、溪霞吹糖人、

大塘东坡肉烹调技艺、松湖米粉肉制作技

艺……一个个非遗项目，让市民不仅品尝了

美食，还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在各大景点，非遗旅游商品受到游客的

喜爱。余江雕刻、景德镇手工制瓷、南城麻

姑酒、德兴手工铜艺等非遗旅游商品，已成

为当地旅游业最具代表性的伴手礼。

“非遗文化不只出现在古书里、摆设

在橱窗中、保存在博物馆，要让它们走入

大众视野。”省文旅厅有关负责人说，今

后，我省将持续做好非遗进景区活动常态

化，加强非遗项目和旅游市场融合发展，

进一步发挥婺源非遗工作的示范引领作

用，让非遗文化的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6月 24日，第八届江西艺术节·江西

民间文化艺术节暨 2022江西非遗进景区

启动仪式在婺源举办。婺源县江湾景区

梨子巷非遗一条街、非遗展示馆、篁岭景

区非遗夜游等项目给来自全省各地文旅

部门的管理者带来难忘的体验感。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

体。当非遗与旅游深度融合时，既有利于

当地旅游的发展，也有利于非遗的保护与

传承。“非遗+旅游”的深度融合为我省各

大景区增添了新鲜活力，实现了非遗的活

态传承。

国家级非遗项目婺源傩舞在篁岭景区表演。本报记者 徐黎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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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黎明

非遗进景区“景”上更添花
我省推行“非遗+旅游”深度融合吸睛指数越来越高

本报靖安讯 （记者洪怀峰）6 月 27 日，靖安县璪都镇居民陈

荣长，带着孙子上集镇上买菜，发现家门口的人行道修葺一新，

而且集镇上有新建的停车场方便大家停车。

“我们盼了很多年，今年终于圆梦了。”陈荣长为此显得很

开心。原来，随着近年来璪都镇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老百姓

生活越来越好，镇上的车辆也随之越来越多，停车难问题日趋

凸显。

对此，靖安县璪都镇人大主席团接到人大代表反应的问题

后，派出工作人员进行了现场调研，并把调研的情况反馈到璪

都镇人民政府。璪都镇人民政府立即行动，投资 90 余万元，把

集镇人行道和停车场建设，纳入今年重点民生实事项目，并于 5
月底完工，惠及集镇上居住的 5000 余名居民。

修停车场 缓解集镇停车难题

集镇人行道与停车场施工现场。本报记者 洪怀峰摄

记者手记
随着南昌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道

路变得更加宽敞了，但路修好了，对窨

井盖的管理不能忽视。

小小的窨井盖，不仅关系到老百姓

的出行安全，也是城市治理水平的直接

体现。高低不平的窨井盖，折射出一些

部门在城市管理中对细节的忽视，而这

种忽视往往会给市民带来很大的安全隐

患。造成这种现象的表面原因是窨井盖

设计理念落后、产权所属部门众多、日常

管护不到位等，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城市

治理精细化水平不足。相关部门应进一

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

利用科技化、智能化、社会化的手段，创

新对窨井盖的管理维护模式，让市民出

行更加安全、舒心。

精细化管好窨井盖

“按文件精神，我可以选择 55 岁退休，

但单位却要我 50 岁退休，这令我非常苦

恼。”近日，高安市粮食和物资储备集团有限

公司员工徐女士通过江西新闻客户端“党报

帮你办”频道反映自己遇到的烦心事。

“我是 1972 年 8 月出生，1993 年毕业

于江西省化工学校，中专文化，属国家统

招，分配于高安市粮食局工作，档案中记

载为干部身份。”徐女士告诉记者，2002 年

粮食局企业改制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当时

出台了文件，凡是自愿返聘的，可以申请

签订返聘合同。2002 年至今，徐女士一直

返聘在粮食局改制后的国有企业高安市

粮食和物资储备集团有限公司从事财会

工作，并于 1999 年通过考试取得会计师资

格证书，2004 年取得注册会计师资格证

书，在单位历任财务科副科长，审计科副

科长职务。

今年上半年，徐女士接到单位通知，

她将于今年 8 月满 50 周岁，要办理退休手

续。徐女士不同意，认为按照政策，自己

可以选择 55 周岁退休。

“根据‘赣人社发【2019】4 号文件’规

定：企业女职工年满 50 周岁时，在管理（技

术）岗位上工作的，退休年龄按年满 55 周

岁确定；原身份为干部且在工人岗位工作

的企业女职工年满 50 周岁时，经本人自

愿，也可以申请按原干部身份确定退休年龄

（年满 55 周岁）。”徐女士说，无论按哪一条

政策来执行，她都可以自愿选择到 55 周岁

退休。为了保险起见，徐女士还拨打宜春市

12345 热线求证，得到了高安市人社局回

复，确认徐女士符合55周岁退休条件。

为何徐女士符合 55 周岁退休的政策，

单位要其提前 5 年退休呢？

6 月 22 日，记者来到高安市粮食和物

资储备集团有限公司，就此进行了采访。

“我们企业是粮食局改制而来，人员

众多，单位薪资参照事业单位发放，造成

企业负担很重。”该公司负责人表示，改制

后单位惯例女同志都是 50 周岁退休，在徐

女士退休前也有 2 位女同志是 50 周岁退

休。“我们现在是希望这些同志能退就退，

我们新招聘的人员薪资待遇不用再参照

事业单位发放，可以减轻企业负担。”

该负责人表示，按照政策，徐女士确

实可以自愿选择 55 周岁退休，但如果徐女

士开了这么一个头，之前已退休的女同志

会不会反悔？之后满 50 周岁的女同志要

不要退？“文件规定在管理（技术）岗位上

工作的，退休年龄按年满 55 周岁确定，怎

么 才 是 管 理 岗 或 技 术 岗 ？ 我 们 怎 么 认

定？缺乏这方面的细则，会给单位以后的

退休管理带来很大被动。”该单位负责人

承诺，将会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与徐女

士商谈，争取获得徐女士的理解与支持。

符合55岁退休政策 单位劝其50岁退休

一企业员工面临“进退两难”
本报记者 蔡颖辉

北京东路窨井盖塌陷。本报记者 邹晓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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