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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吐为快一吐为快

为既讲法理又讲情理点赞
洪怀峰

疏堵结合 孩子开心戏水

整治死角 美化小区环境

孩子们在水上乐园玩水孩子们在水上乐园玩水。。

本报记者 洪怀峰洪怀峰摄

通讯员 魏东升魏东升摄

去年 12 月，熊某因骑摩托车撞伤李某，经法院判决，熊某应

支付李某 4.8万余元。判决生效后，熊某一直未支付相关费用，李

某只得向黎川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黎川县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在调查中发现熊某老实、勤快，并

非恶意不执行法院判决。熊某一家 4 口全依靠他一个人每月

3000 元务工收入生活，目前只能拿出 1.3 万元执行款，这还是从

邻居家借来的。一方面，申请执行人李某的权益要维护，另一方

面，也要考虑被执行人熊某的实际情况，此事该如何平衡？黎川

县人民法院决定执法“留情”，一方面征得李某同意，由熊某支付

1.3万元,剩余款项由法院依照相关法规申请司法救助，另一方面

对熊某不予拘留，使这一案件得以顺利解决。

诚然，法律的执行需要硬拳铁腕，但也要善意“留情”。善意

“留情”绝非不依法办事，偏袒任何一方，也绝非为强制执行松绑，

而是在采取强制执行的同时充分考虑当事人的实际情况，实事求

是，以人为本，既尽最大可能减少对被执行人的负面影响，又在符

合规定的前提下，以更合情合理的方式，维护胜诉当事人的合法

权益，这需要智慧更需要担当。

不难发现，黎川县人民法院没有死守“本本主义”，而是采用

柔性执法，体现了法律的温度，让申请执行人兑现权益，给予执法

对象人文关怀，让强制执行有力度更有温度。这种既讲法理又讲

情理的执法温暖人心，值得点赞。

本报九江讯本报九江讯（易永艳易永艳 通讯员魏东升魏东升）“暑假带娃戏水，家长

放心，小孩开心。”近日，瑞昌市赛湖农场螺蛳港新村居民向江

西新闻客户端“党报帮你办”频道反映，赛湖农场建成了集休

闲、娱乐为一体的水上乐园，免费对中小学生开放。据了解，赛

湖农场投资 200 余万元，在螺蛳港内河重点水域，结合水质治理

工程，建成水上乐园。水上乐园不仅有游泳教练，还有安全员

实时巡护，并配备救生圈、救生衣等防护用具。同时，水上乐园

内设小型游乐场、遮阳棚等配套设施。该举措有效防止孩子们

私自结伴到陌生水域戏水，受到家长一致好评。

本报南昌讯本报南昌讯（记者洪怀峰洪怀峰）8 月 15 日，南昌市红谷滩区凤凰

家园小区居民向江西新闻客户端“党报帮你办”频道反映，小区

近千平方米的卫生死角不见了，经过社区整治，变成休闲小广

场。据悉，凤凰家园小区以农民还建房、经济适用房为主，随着

入住率越来越高，一处闲置地成了居民丢弃杂物、垃圾的场

所。今年初，红谷滩区人大代表在走访中了解到这个情况并反

馈给了有关部门。凤凰家园小区党支部书记吴捍东告诉记者，

接到意见反馈后，他们及时整治卫生死角，将其改造成一个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小广场，成为居民休闲好去处。

卫生死角变小广场卫生死角变小广场，，成为居民休闲好去处成为居民休闲好去处。。

本报永丰讯本报永丰讯（记者邹晓华邹晓华 通讯员王三根王三根）近日，永丰县沿

陂镇尺江村群众向江西新闻客户端“党报帮你办”频道反映，沿

陂镇人大主席团将抗旱保收作为当前第一民生实事，尽心尽力

实施抗旱政策，保障农田灌溉。据了解，近期连续高温导致沿

陂镇农业用水量激增，不少堰塘沟渠蓄水不足，严重影响水稻

稳产增收。镇人大代表们下到田间地头，实地了解旱情及受灾

情况后，在各村进行座谈。沿陂镇人大代表和村民一起来到抗

旱前线，利用周边水源，采取上门送水、维修管道沟渠、清理渠道

淤泥等方式保障居民生活生产用水。

全力抗旱 保障群众用水

8月15日上午，户外骄阳似火，但在
余干县白马乡凤凰村“幼吾幼”少儿之家
内，十几名孩子在守护员的陪伴下，一边
吹着清凉的空调，一边做手工、玩游戏。
11时过后，家长们陆续来接孩子回家吃
饭。“以前每逢暑假，孩子只能在家看电
视玩手机，现在村里有了这么好的活动
场所，不仅丰富了孩子的暑期生活，也减
轻了家长的负担。”村民曹慧荣赞叹道。

“幼吾幼”少儿之家是为解决农村留
守儿童、困境儿童普遍存在的亲情失落、
学习失教、心理失衡等问题而设立的慈
善助幼项目。该项目由江西省慈善总会
发起设立，与各县市慈善会合作，招募一
名“幼吾幼”守护员，打造一个“幼吾幼”
少儿之家，引入专业社工对守护员进行
培训督导，通过建立台账、定期家访、开
展活动等建立需求监测、服务和信息递
送体系，服务0岁至16岁儿童，打通解决
儿童需求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家”里 生活丰富多彩

凤凰村是人口大村，共有 825 名儿

童，其中 155 人为留守儿童。每逢寒暑

假，这些孩子就面临无人陪伴、缺少活动

场所等问题。此外，村庄周边水系众多，

存在安全隐患。

今年 6 月初，凤凰村被选定为“幼吾

幼”少儿之家省级示范点。村委会将一

处占地 60 平方米的活动场所腾出来，经

过一番改造，很快就对外开放。记者走

进这里，阵阵凉风扑面而来，明亮的黄色

墙面，整齐的小桌椅上摆放着孩子们喜

爱的各种玩具。左侧是一排书架和收纳

柜，右侧摆放了爬行垫、小帐篷和投影幕

布，功能十分齐全。

段鲜花是凤凰村村民，也是少儿之

家的专职守护员。她告诉记者，少儿之

家在暑期每周 4 天、每天 8 时 30 分至 20
时 30 分开放。房间里设有展示区、阅读

区、爬行区、游戏区，适合不同年龄段的

孩子。“每天有三四十个孩子来这里，我主

要是指导他们写作业，陪他们玩游戏。我

们每个月还会开展一两次主题活动，你看

这些就是他们在‘八一’建军节画的。”段

鲜花指着展示区的美术作品说。

与凤凰村相隔 10 公里的玉亭镇周

家村，也打造了“幼吾幼”少儿之家省级

示范点。这里占地 70 平方米，采用了天

蓝色的装修风格，设置了多个功能区。

12 时 30 分，几个刚刚吃完午饭的孩子来

了，一起学习手鼓乐器。“这里比家里舒

服多了，又凉快，又可以和小伙伴一起

玩，我可以待上一整天。”六年级孩子轩

轩说。

“我们在打造‘幼吾幼’少儿之家时，

要求选在室内面积不小于 50 平方米的

活动场所，本村户籍儿童数量在 200 人

至 1200 人，留守和困境儿童占总儿童数

的 10%以 上 。 守 护 员 是 经 村 委 会 推 荐

的，必须是喜欢孩子，热爱儿童福利服务

工作，高中以上学历，年龄在 25 岁至 50
岁的项目村女性。”省慈善总会相关负责

人介绍，各地还会针对守护员开展上岗、

初、中、高级进阶培训，逐步提高守护员

儿童关爱工作技能。

“家”外 帮扶及时暖心

记者了解到，为了全方位关爱农村

儿童，“幼吾幼”少儿之家并不局限于为

孩子提供活动场所。“守护员会对全村儿

童进行走访摸排，掌握每个孩子的家庭

情况。针对困境儿童，守护员会主动干

预，并上报相关部门，及时给予帮扶。”余

干县慈善会负责人汤萌说。

今年 6 月，周家村“幼吾幼”少儿之

家守护员张珩博在日常走访中，发现袁

赵村小组有一个特殊家庭。这是一个六

口之家，家里有 4 个孩子，父亲是癌症患

者，刚做完第二次手术，病情不容乐观。

“我赶紧通过村委会和驻村工作队协调，

帮孩子们申请了低保，现在每人每月有

300多元补助。”张珩博说。

为了进一步做好关爱工作，张珩博

经常去看望孩子，与他们积极沟通，并邀

请他们参加少儿之家的各项活动。“渐渐

地，来少儿之家成了他们的一种习惯。

每次他们会带着作业过来，有不懂的题

目也会主动问我。孩子们乐观向上的心

态，给予了我极大的鼓舞，我也会继续为

更多人送去温暖和爱心。”张珩博说。

在凤凰村，段鲜花也通过自己不懈

的 努 力 ，帮 助 两 个 孩 子 走 出 生 活 的 阴

影。段鲜花告诉记者，这是一对 13 岁和

11岁的兄弟俩，父亲去年因病去世，母亲

靠做小工维持生计，家里主要靠爷爷照

顾。“我刚走访的时候，发现兄弟俩特别

自卑，不愿提起家里的任何事。”

此后，段鲜花改变了策略。再次家

访时，她带上学习用品和书籍，从兄弟俩

的兴趣聊起。慢慢地，兄弟俩打开了心

扉，也愿意来少儿之家了。“现在他们很

喜欢看书，也会主动和别的孩子玩，见到

我还会喊‘段妈妈’，心理状态有了明显

好转。”

如今，凤凰村和周家村的故事还在

全省多个地方上演。据统计，全省共有 5
个设区市的 6 个县 30 个村打造了“幼吾

幼”少儿之家，惠及儿童近 2 万人，其中

留守儿童 3832 人，困境儿童 1781 人。“未

来我们还会根据情况增加少儿之家的数

量 ，真 正 织 起 直 达 儿 童 身 边 的 服 务 网

络。”省慈善总会相关负责人说。

为农村儿童筑起温暖的“家”
我省打造“幼吾幼”少儿之家 织起关爱服务网络

邮箱：65204228@qq.com
电话：0791-86847355

本报记者 陈 璋

“得知可以直接从宜春出口二手车后，

我们有了开辟海外市场的想法。这批二手

商用车是公司获得资质后出口的第一批

车，也是我们迈向海外的第一步。”吴晓明

介绍，去年 8 月 23 日，高安市正广通进出

口有限公司 17 辆总货值约 70 万元的二手

车从连云港扬帆出口，顺利抵达尼日利亚，

标志着江西二手车出口实现零的突破。

据悉，二手商用车贸易是高安的支柱

产业之一，几乎国内所有商用车企业都在

高安设有销售点，也是各大商用车主机厂

家产品定型的试验地。货车保有量超 15
万辆，运力突破 200万吨，年销售商用车新

车5万余辆，年交易二手商用车6万余辆。

“正是高安市在商用车方面有这么强

的优势，商务部、公安部才批复宜春市作

为全省唯一一个入选试点的设区市，正式

启动二手车出口这种创新性业务。”高安

市物流产业发展中心主任廖丹介绍，高安

市投资 1 亿元，建设占地 135 亩的瑞州二

手车交易市场，在市场内搭建二手车综合

服务平台，作为二手车线上国际拍卖平台

展厅与办公运营场地，以及用于线上海外

拍卖平台的建设和企业停放出口车辆的

场地。平台设置政务服务、车源展示、整

备维修、物流运输、其他服务 5 个功能区，

并在乌兹别克斯坦、尼日利亚等国建设海

外展示交易维修中心。“为拓展二手车出

口业务，由高安市商务局牵头，联合海关、

税务、车管所、外汇等部门，加强二手车企

业出口业务培训，简化二手车出口的报关

流程、出口退税流程、转移登记手续等，及

时协商解决二手车在出口中出现的新情

况新问题，并持续优化监管和服务模式，

为二手车出口营造良好环境。”

“所有出口的二手商用车，首先要在

我们自己的整备车间进行维修保养以及

性能检测，然后还要通过政府部门的检

测，确保没有质量问题。”吴晓明告诉记

者，高安出口的二手车在非洲很受欢迎，

不仅质量优良，还提供售后质保服务。“现

在公司正在逐步拓展东南亚国家的业务，

已经派出团队在那边进行市场调研。”

据悉，高安市另一家有二手车进出口

资质的企业除了在国外开设展示中心外，

还积极通过大数据发展业务。企业自己

建立了海外网站，每辆二手车均有视频和

产品简介，加强宣传推广，深受当地消费

者欢迎。

“目前已经有数百辆二手商用车通过

我们两家企业销往国外，下一步我们还准

备在中亚国家开拓二手乘用车市场。”吴

晓明信心满满地表示，准备通过高安的二

手车交易市场把我国的新能源乘用车推

向世界。

“以前一走进村里，浓烈的鸡粪味就

扑鼻而来。现在好了，村庄空气清新环境

优美。”8 月中旬，从外地回家探亲的小杨，

走进共青城市江益镇爱国村，眼前翻天覆

地的变化让他非常惊喜。

江益镇爱国村曾经是个有名的蛋鸡

养殖村，前些年，由于鸡粪直排，周边的池

塘和数十亩良田污染严重。更让村民苦

不堪言的是，养殖场散发出的浓烈臭气令

人作呕，全村人的正常生活被打乱。

江益镇副镇长吴健介绍，爱国村的蛋

鸡养殖场占地 70 亩，是 2003 年发展的“一

村一品”项目，有十多户村民在此搭建鸡

舍 养 殖 蛋 鸡 ，一 个 鸡 舍 养 殖 4000 只 到

5000 只，满栏养殖规模达 20 万羽。由于

养殖工艺原始，养殖户舍不得投入资金建

设治污设施，环境污染日益严重。早在

2015 年，该镇就陆续接到群众投诉，反映

臭气弥漫影响生活。

爱国村党支部书记刘伟明说，这么多

年来，政府每年都会投入一定资金治污，

但治标不治本，效果不太明显。2020年 10
月，该村进行了为期 2 个月的退养补偿政

策宣传和入户调查工作，到 2020 年底，村

里已有 11 家养殖户主动空栏停养，14 家

全部进行了评估。后来行情转好后，部分

养殖户重操旧业，继续搞起了蛋鸡养殖。

刘伟明说，导致环境越来越糟的原因

就是鸡粪。以前，鸡粪可以卖钱，经常被

清空，后来没人要了，便一直积压在鸡舍

里。每逢下大雨，大量鸡粪被雨水冲到周

边的鱼塘和农田里，导致鱼塘的鱼全死光

了，农作物也年年减产甚至绝收。

“这个养殖场处于村中心位置，四周

都有村民居住。冬天还好，每到夏天，那

气味让我们受不了。”爱国村村民告诉记

者，整改前，村民家里办喜事，客人扔下红

包就会借故离开，其实是忍受不了鸡粪

味。

去年，针对爱国村养殖场污染问题，

共青城市痛下决心，决定结合城乡环境综

合整治工作，对爱国村养殖场实施退养整

治。

“我们成立了由共青城市人民政府督

查室、九江市共青城生态环境局、共青城

市农业农村水利局、江益镇政府有关人员

组成的共青城市环保督察信访件整改包

案领导小组，采取合署办公、现场办公方

式进行集中攻坚。”共青城市生态环境局

副局长熊剑华介绍。

共青城市生态环境局综合行政执法

大队副大队长程清说，该市共投入城乡环

境综合整治资金达 600 万元，其中退养补

偿资金 550 万元，环境改造资金 50 万元，

推动该村退养整治。经过苦口婆心做工

作，14 家养殖户全部签订了退养协议，每

家养殖户都兑现了补偿款，使退养整治工

作更有热度和温度。不久前，爱国村养殖

场的鸡舍及其附属设施全部拆除，拆除总

面积达 7500平方米。

“政府下这么大决心整治环境，我当

然积极配合。有了这笔补助款，我准备承

包几十亩土地，发展生态农业。”养殖户吴

有胜拿到退养补助款 67万多元，他对今后

的生活充满希望。

如今，退养后的养殖场已全部复绿，下

一步，爱国村计划将养殖场原址打造成返

乡人员创业园，吸引在外乡贤返乡创业。

养鸡场退养整治 乡村环境变美了
本报记者 徐黎明

高安二手商用车“开”出国门
已有数百辆销往非洲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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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一定要做好服务，让东南亚的消费者感受到我国二手车物美价廉。”8月
4日，记者走进高安市正广通进出口有限公司，该公司董事长吴晓明正通过电话提醒
派驻东南亚的业务团队工作重点。近年来，高安市立足二手商用车流通集散中心的
优势，大力发展二手商用车出口业务，尼日利亚等非洲国家的客商纷纷前来高安采购
二手商用车。准备出口的二手商用车准备出口的二手商用车。。

本报记者 蔡颖辉蔡颖辉摄

凤凰村凤凰村““幼吾幼幼吾幼””少儿之家的孩子们少儿之家的孩子们。。 本报记者 陈璋陈璋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