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 鄱阳首个

下沉式露天剧场———

圆梦剧场举行了首

演。 圆梦剧场位于瓦

屑坝移民文化园内 ，

紧邻县城五湖之一的

土湖，周围风景秀丽，

是 “大自然里的魅力

大舞台”。 未来，这个

总面积

2600

平方米、

可容纳近五百人的露

天剧场， 将为该县文

娱演出和市民休闲观

光提供新场地。

蒋冬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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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高度重视

我市通报一批创卫工作考核不及格社区（村）及包保单位

5 个社区（村）、10 个包保单位考核不及格

本报讯 记者龚俊慧报道：为进一步压实市直单

位和驻饶单位结对共建卫生街区

(

社区

)

工作责任，

近期市考核办对市直单位和驻饶单位结对共建卫

生街区

(

社区

)

工作情况进行了考核。 上饶市创卫工

作指挥部办公室根据考核结果下发了《 关于对创卫

工作考核不及格社区（ 村）及包保单位的情况通报》，

共有

5

个社区（ 村）、

10

个包保单位考核不及格。

根据通报，不及格的社区（ 村）和包保单位具体

有：信州区水南街道上滩头社区，包保单位为市旅

游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

信州区朝阳镇王村村，包保单位为民生银行上饶分

行、富德生命人寿保险上饶中心支公司；信州区西

市街道桥村社区，包保单为市工业国资公司、上饶

供电公司；信州区西市街道铁二社区，包保单位为

建设银行上饶分行、市工商联；信州区朝阳镇十里

村，包保单位为中储粮上饶直属库、太平洋寿险上

饶中心支公司。

通报要求，被通报的社区

(

村

)

及包保单位要深

刻反思、剖析原因，对考核中发现的问题要全面梳

理、研究对策、及时整改，以实际行动落实好市委市

政府决策部署，为我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贡献应有

力量。

创卫工作考核结果出来了 ，

5

个社区（村）、

10

个包保单位因考核

不合格受到了通报。

创国卫是一场任务艰巨、 志在

必得、齐心协力的攻坚战，决不允许任何单位拖后腿。

被通报的，要知耻而后勇。 其上级单位要和社区（村）、

包保单位一起，坐下来认真研究，查找问题症结所在，

拿出切实可行的整改方案，扎实整改，务必使各项工作

尽快出现看得见的变化。其他社区（村）和包保单位，也

要以此为鉴，进一步提高要求、巩固成果，真正把各项

创卫工作做细、做实、做好。 （ 玉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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鄱阳讯 五月鄱湖，波光潋

滟。 地处鄱湖之滨的白沙洲乡

大塘村有

162

户人家，其中

10

户为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18

户

安装了光伏发电， 其中

2

户为

建档立卡贫困户。 该村以农业

种植养殖为主， 随着新农村建

设及攻坚脱贫深入， 家庭光伏

发电项目，给农民增收致富，精

准脱贫， 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

处， 同时为该村鄱阳湖核心区

域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有力新

能源支撑。

“ 我家的光伏电站总装机

容量为

5

千瓦， 现在每天发电

30

多度， 如果算上政策补贴，

每月能有约几百元的收入 。”

近日， 通过上门了解， 大塘村

王会计用一组简单的数据向笔

者讲起了自家的“ 电站”。 去

年

11

月底 ， 他投入

2.6

万余

元， 没有要银行光伏贷款， 在

自己家的院落里安装了太阳能

板 ， 并由县供电公司完成并

网 。 既能发电 ， 又可以做车

棚， 一举两得， 他口中的光伏

电站属于家庭光伏， 是分布式

光伏的一个细分领域。

目前， 日昇新能源在鄱阳

县

15

个乡镇推出了大棚光伏、

渔光互补、 菜地光伏、 车棚光

伏、 屋顶光伏等适宜有效的家

庭光伏项目， 不仅节能环保，

而且收益可观， 为进一步加速

推动秀美乡村建设及脱贫攻坚

决胜小康助力， 被形象地描述

为“ 屋顶银行”。 鄱阳县广大

地区日照丰富， 太阳能资源无

处不在， 搭建一座小型的太阳

能发电站也会变得越来越容

易。在不久的将来，和王会计一

样，鄱阳广大农村，每一个家庭

成员都有可能成为光伏发电的

受益者。

(

徐永胜

)

白沙洲：

“屋顶银行”助力乡村振兴

“ 真的没想到，在村民大会

上讲了一下我自己的脱贫故事

会有这么大的反响。 ”日前，在

怀玉山最负盛名的民宿旅友之

家门前， 玉山怀玉山玉峰村的

脱贫明星罗满堂告诉笔者，他

的一次平凡的讲述却让村里的

贫困户家家都感受到了党的恩

情， 激发了贫困户脱贫致富的

信心。

今年的

4

月底， 在怀玉山

玉峰村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

村民大会， 村民们自己上台讲

身边事，畅谈家乡变化。而贫困

户罗满堂讲述他自己的脱贫心

路最是感人， 让村里的贫困户

们更加坚定了跟着党走、 加油

创造美好生活的信心。

如今精神抖擞、 意气风发

的罗满堂， 在刚精准识别为贫

困户时，家里情况非常拮据，还

欠下不少外债。 在帮扶干部的

鼓励下，他决定开一家民宿，为

到怀玉山旅游的游客提供更好

的旅游体验。然而在过去，以他

的情况，很难申请到银行贷款。

“ 这个时候，是帮扶干部帮我东

奔西跑， 为我争取政策和发展

资金， 当年就申请下来了

5

万

元贷款 ， 让我一下子有了信

心。 ”罗满堂说，一开始他的内

心也很犹豫， 也担心民宿的前

景。 正是靠着帮扶干部的热情

帮助和精心指导， 才让他一下

打开了致富之门。

现在罗满堂的民宿事业发

展得有声有色， 他承包经营的

民宿旅友之家因为风格鲜明，

很快就吸引了不少游客来怀玉

山旅游。“ 这几年的游客几乎是

年年翻番，今年才过去

5

个月，

我这里已经接待了

1000

多名

游客， 夏天避暑游高峰期间的

预约已经全部排满。”罗满堂介

绍，近年来随着怀玉山国家

4A

级景区的成功创建和加入三清

山世界地质公园的一系列好消

息，来这里的游客越来越多。清

明小长假期间，我们村里的

80

多家民宿全部爆满， 这在以往

是不可想象的。“ 现在大家都在

憋着一股劲，不仅要脱贫，还要

致富， 让玉峰村成为人人羡慕

的‘ 绿富美’新时代秀美乡村。”

罗满堂说， 我正在准备发挥自

己种植红豆杉的专长， 再打造

一家以园林绿植为主题的新民

宿。

(

吴德强）

罗满堂：

现身说法话脱贫

当

2019

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阳

拉开帷幕时，一场“高配”的数字之旅也随之开启。

最新大数据前沿技术、领先应用成果、未来科技皆

是最吸睛的焦点。 数字之光“点靓”我们的现实生

活，也照亮美好未来之路。

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

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 给当今时代带来了深刻变

革。交通、医疗、扶贫、创业……几乎所有的领域都

在发生着数字“蝶变”，越来越多的人享受到了大

数据带来的红利， 越来越多的城市刮起了智能风

暴。 置身其中，我们要紧跟发展节拍，拥抱数字时

代。

数字时代呼唤多元创新。创新是时代的引擎，

没有创新就没有高质量的发展。 正是基于不懈的

创新创造，

5G

、

AI

从最初鲜有人知的概念被大众

广为知晓，进而悄然渗透进了人们的生活。我们应

当进一步发挥数据的基础资源和创新引擎作用，

不断探索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全方位推动数

字大国迈向数字强国。

数字时代赋能社会民生。 数字时代的到来，

极大地方便了普通百姓的生产生活。 缩小数字

鸿沟， 以大数据助力脱贫攻坚、 为乡村振兴注

入新动能， 运用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 ， 快速提

升数字技术产品转化能力和应用实践 ， 让数字

技术更好地服务社会、 造福人民， 正是数字时

代的应有之义。

数字时代需要合作共享。数字时代，万物互联

互通，要想收到

1+1

大于

2

的效果，就要具备全

球眼光，做到合作共享。“独行快，众行远。”只有不

断加强与世界各国的互利合作、深化交流，共同把

握机遇、应对挑战，让更多国家和人民共享大数据

发展成果，才能在数字时代行得更稳，走得更远。

未来已来，心中有“数”，脚下有路。 我们要用

多元创新引领数字技术， 用数字技术服务社会民

生，和合共生、普惠共享，唱好数字时代“大合唱”，

编织互利共赢的全球数字网络， 让数字之光跨越

国界，照亮美好未来。

(

宋燕

)

人 体 有 八 个 急 救 穴

（一）

俗话说：“ 毒蛇出没之处，百步之内必有解药。 ”

急病上身常来势汹汹，身体自带的一些急救“ 钥匙”，

或可解燃眉之急。 所谓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下面给大

家介绍

8

把常用急救“ 钥匙”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晕倒

掐人中穴

中医认为，突然昏厥是因人体经气一时紊乱、升

降失调后，清气不升、浊气不降、清窍失养所致。 人中

穴属督脉穴，督脉入属于脑，出巅顶交会于肝经，且

督脉为“ 阳脉之海”，有醒神开窍、调和阴阳、回阳救

逆、解痉通脉的功效。

取穴：唇沟的上

1/3

与下

2/3

交界处。

操作手法：将大拇指指尖压在穴位上，一紧一松

地按压，力度要贯穿指端，节律均匀。 掐人中前，应先

察看患者有无呼吸、心跳，如果没有，应先进行心肺

复苏，同时拨打

120

急救电话。

2.

头痛

揉太阳穴

太阳穴为经外奇穴，足少阳胆经、足阳明胃经两

条阳经从它周围经过，为火聚之地，因此，取名为“ 太

阳”穴。 当人体因压力过大而气郁化火，或肝风内动、

肝阳上亢，导致眼睛发红、头痛难忍时，揉按太阳穴

可帮助清肝泻火、止痛明目、通经活络、振奋精神。

取穴：耳廓前面、前额两侧，外眼角延长线的上

方。

操作手法： 用双手中指指腹顺时针或逆时针按

揉太阳穴，力度千万不要过大，以免使头痛加剧。

3.

便秘

掌揉天枢穴

天枢穴属于足阳明胃经，是手阳明大肠经募穴，

也是阳明脉气所发，治疗腑实不通引起的便秘，它是

要穴。 刺激该穴能疏调肠腑、理气行滞、通便消积，缓

解便秘、腹胀、腹痛等胃肠道疾病症状。

取穴：中腹部，与肚脐平行，向左、向右各两三指

宽处。

操作手法： 把手掌置于穴位上， 顺时针方向揉

动，令腹内有热感为宜。 如大便数日未解、腹胀明显，

可稍微加大揉按力度。 需要注意的是，按摩此穴应在

饭后进行，女性要避开经期。

4.

呕吐

掐内关穴

内关穴是手厥阴心包经的常用腧穴之一， 既是

本经络穴，又是八脉交会穴之一，通于阴维脉，负责

维护与调节人体内外阴液平衡。 内关穴是治疗晕车

的要穴，刺激该穴能宽胸理气，有效缓解恶心、呕吐、

胸闷、头晕等症状。

取穴：前臂正中

,

腕横纹上

2

寸处。

操作手法：可以一手拇指掐住另一手的内关穴，

力度以出现酸麻胀痛感为宜。 预防晕车呕吐也可把

生姜片贴于内关穴上。

市 体 育 中 心 环 境 卫 生 有 待 整 改

本报讯 记者蔡晓军报道：

5

月

29

日， 记者在市体育中心暗访环境

卫生时 ， 发现内部存在有卫生死

角 、 垃圾清理不及时 、 设施破损 、

路面破损、 “ 僵尸车” 等问题。

记者从西侧大门进入市体育中

心， 看到西南侧一处垃圾窖， 不但

内部堆满了食品包装袋、 一次性饭

盒、 饮料盒等垃圾， 而且垃圾池外

也堆放了大量垃圾， 就连周边绿地

上也散落了不少被风吹散的塑料

袋、 泡沫塑料等垃圾。 现场一片狼

藉 ， 并散发出一股发酵后的异味 。

前来锻炼身体的市民李先生对此表

示： “ 看现场， 这堆垃圾应该有一

段时间了。 照理说， 垃圾窖要定期

清理 。 垃圾堆成这样 ， 确实煞风

景。”

体育中心存在保洁不到位的情

况。 在篮球场， 记者看到周边地面

散落着食品包装袋、 纸巾、 烟头等

垃圾。 无独有偶， 在边上的足球场

内， 记者同样看到地面有纸巾、 食

品袋等垃圾。 在体育馆北侧至二楼

平台的入口通道底下， 也散落着大

量的饮料瓶、 食品袋等垃圾， 无人

清理。 在该通道附近， 记者还看到

了数堆杂物和一辆“ 僵尸车”。

此外， 记者还发现多处设施破

损： 中心东侧入口正对体育场的一

条辅道路面大面积破损； 在北侧一

处健身广场内， 一张乒乓球桌中间

的球网装置不见了， 两台健身车的

一侧踏板有损坏， 还有器械因固定

处松动， 使用时会左右晃动； 内部

道路多处地砖和窨井盖破损。 未及时清运的垃圾堆满垃圾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