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万年县裴梅镇富林村洋

泥村的叶庆亮， 每天的日常

就是围着山鸡转， 并按照订

单，将“ 货品”一一装箱打包

发送。

叶庆亮出生在万年县裴

梅镇富林村一个普通农民家

庭。高中毕业后，他和许多同

龄人一样，离开家乡，辗转福

建、广东、浙江等地谋生。 打

工的日子很辛苦， 收入也不

高，还没有出头之日。 一次，

他看到电视里正在播放有关

保护野生动物的节目， 顿时

心生想法： 老家洋泥村虽然

穷，但生态环境好，适合搞山

鸡等特色养殖。

说干便干，叶庆亮毅然回

到老家，并拿出多年打工积攒

下来的

10

多万元，开始搭鸡

舍、购鸡苗，准备大干一番。

然而，万事开头难。因缺

乏经验， 他首批鸡苗折损了

一大半。“ 天气稍冷，野鸡苗

就喜欢扎堆，不是被踩死，就

是患病死了。”叶庆亮回忆创

业之初，那满地死了的鸡苗，

很是痛心。但他没有灰心，而

是到其他养殖场反复学习，

从实践中摸索。

方法得当，加之勤劳，叶

庆亮仅用了

3

年时间， 从起

初

300

只 规 模 扩 大 到 了

2000

只规模，但随之而来的

是销路问题。“ 起初拿到镇上

卖，可是村民都嫌贵，卖不了

几只。”叶庆亮经过一番调研

后，决定将山鸡推向餐饮店、

零售点和电商。 在镇村的支

持下， 叶庆亮养殖的山鸡和

鸡蛋等农副产品通过万年多

家电商平台，远销重庆等地，

一时间， 叶庆亮成了远近闻

名的“ 山鸡”养殖大户。如今，

在富林村扶贫工作队的推动

下， 叶庆亮又开始广传致富

经， 带领当地两户贫困户试

养山鸡，周边前来购买鸡苗、

学习养殖技术的村民也络绎

不绝。 （ 朱文新 曹柳兰）

叶庆亮：

山鸡“养”出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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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明镇 “山里红 ”关爱贫困学子

枫林司法所节前走访矫正人员

本报讯 春节临近 ， 为

做好社区矫正人员的监管工

作， 确保重点时期辖区内的

和谐稳定， 近日， 三清山风

景名胜区枫林司法所对辖区

矫正人员开展节前走访活

动。

走访中， 工作人员与辖

区矫正人员促膝谈心， 充分

了解他们近期的生活、 思想

和就业情况及春节后的打算

等， 并鼓励他们放下包袱，

依靠自己双手勤劳致富， 积

极回报社会， 做一个遵纪守

法的好公民 。 通过此次走

访， 枫林司法所进一步掌握

了辖区矫正人员的最新动态

和他们当前存在的具体问

题、 困难及合理需求， 对切

实加强辖区矫正人员的管

控， 确保矫正人员的思想稳

定， 有效减少重新犯罪率，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起到积极

作用。 （ 余水荣）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创建国家卫生城市

广 信 区 整 治 校 园 环 境

玉山讯 “ 快过年了 ，

人情喜事也多。 没想到孩子

还能领到助学金， 正好可以

给孩子添件新衣服。” 近日，

双明镇山里红教育爱心协会

第五次为该镇建档立卡贫困

家庭学生发放爱心助学资

金， 陶源村一位四年级学生

家长激动地说道。

在此次活动中， 双明镇

山里红教育爱心协会扩大了

资助范围， 涵盖了在该镇初

中及所有村完小、 教学点就

读的建档立卡户贫困家庭学

生和在双明镇以外学校就读

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

小学阶段的建档立卡贫困家

庭学生有

171

名、 初中阶段

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有

110

名， 其中在本镇就读有

210

名， 外乡镇就读的有

71

名， 共计发放金额达

11.24

万元。 此外， 山里红教育爱

心协会对该镇家庭生活特别

困难的

10

名贫困户学生 ，

另外给予每人

1000

元的爱

心资助。

（ 余金华 徐黎飞）

为人民谋幸福

党 建 带 动 合 作 社 “ 消 费 ” 助 推 促 生 产

下塘乡创新模式破解贫困户增收难题

玉山讯“

2019

年，乡里推出消费扶贫

政策，我们贫困户只要把自家种的芋头运

到村里的‘ 感恩加油站’代销，按质论价，

包收包销，再也不用为销路而发愁了。 目

前，我家已经销售

6000

多公斤芋头，纯收

入达

8000

多元。 ”

1

月

11

日，玉山县下塘

乡松岭村贫困户徐华荣充满感激地说道。

下塘乡地处偏僻，信息闭塞。 在以往，

经常出现群众“ 跟风”种植农产品现象，村

民们一度陷入“ 产品卖不出去，收入提不

上来”的困境。 为破解这一难题，下塘乡干

部深入到田间地头倾听贫困群众的呼声，

积极创新“‘ 党’‘ 社’联建，以‘ 消’促‘ 产’”

模式，采取“ 党支部

+

合作社

+

电商户

+

感恩

加油站

+

贫困户”的扶贫方式，设立消费扶

贫专柜， 打通了农产品到餐桌的“ 直通

车”，并鼓励贫困户农土特产进机关、进企

业、进超市、进电商、进扶贫专柜，实现了

由消费扶贫向产业扶贫的双向发力，取得

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据了解，该乡现已流

转土地

1654

亩，新建以香榧、白茶为扶贫

主导产业项目

12

个， 发展食用菌

10

万

棒，帮助

716

户贫困户代销农副土特产

12

万多公斤， 户均增收

5000

元以

上， 使

138

户贫困户如期脱贫。

帮扶干部带头为贫困户销售大

米、 红薯、 土鸡蛋等

2000

多公

斤；玉紫农民专业合作社引进“ 迷迪香”中

药材种植， 并与

12

户贫困户签订产品保

底价收购包销合同，激发了贫困户扩大生

产的积极性， 目前， 已落实种植面积

160

多亩。 （ 孙小军 吴祖荣）

2020

年

1

月

14

日， 横峰县公安局交

通警察大队与横峰县

交通运输局联合组成

行动小组， 开展道路

隐患重点排查， 全力

做好春运期间道路交

通事故预防工作 ，全

面消除道路交通安全

隐患。

戴磊 摄

“ 跨 ” 出 火 花 “ 融 ” 出 色 彩

信 江 时 评

只在网络端直播的

B

站跨年晚会出人意料地火

了。显然，这一文化现象，给人们提供了关于代际关系

与文化融合的新鲜素材。

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这台晚会最醒目的特色，那

就是“融合”。 舞台上下，屏幕内外，老与少、中与西、主

流与新潮、传统与现代、虚拟与现实之间打破隔阂、相

互“混搭”，“花式”对话，整台晚会充满“脑洞”大开的二

次元气息，勾勒出互联网时代文化融合的一个样本。

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不同文化圈层之间的交融

已经越来越普遍， 并不时撞出让人耳目一新的火花。

比如上海彩虹合唱团探索用亦庄亦谐的合唱形式表

达日常生活，受到年轻人的热捧；比如湖南小伙廖佳

琳用湖南花鼓戏腔调植入欧美摇滚，造成爆红的“神

曲”效应；比如许多年轻的相声演员吸收说唱、舞蹈甚

至动漫元素，为传统说学逗唱披上了时尚外衣……凡

此种种，既是文艺创新大胆探索的结果，更是年轻一

代的激情绽放。

当年那些被长辈用剪刀恫吓过的穿牛仔裤、留长

发的年轻人，如今已为人父母；当年那些被孙悟空、葫

芦娃、黑猫警长吸引过的眼睛，如今也在注视着《大圣

归来》《哪吒》等“国漫”崛起……春去秋来，潮流往复，

曾经流行的作品会变成经典，跨入经典的作品会依旧

流行，这中间没有牢不可破的观念壁垒和不可弥合的

文化鸿沟。

古老的未必过时，新锐的未必浅薄。 就像晚会中

方锦龙手里的琵琶可以幻化为来自世界各地的乐器，

可以演奏出最为时尚的音符，收获大批年轻观众的点

赞和热捧，这种“跨界”的背后是相互包容、相互理解、

相互欣赏。在文化的传承和创造上，不必无谓慨叹“一

代不如一代”，而要相信“雏凤清于老凤声”。一个开放

多元的社会里，代际关系之间的矛盾与摩擦应该越来

越少，对话与合作应该越来越多，而跨年代、跨行业、

跨区域的“出圈”现象越多，越能说明一个社会的生机

与活力。

对

B

站跨年晚会共鸣最强的无疑是 “

80

后”“

90

后”一代。 在他们的青春版图里，不仅有动画、漫画和

游戏，也有繁重的学业和事业；不仅有舶来的英雄，也

有自己的“李云龙”和“余则成”；他们习惯了自由自在

“吐槽”，也无时不刻激赏各种“励志”，他们正走在知

重负重的人生阶段，正在成为社会中坚力量，理解了

他们的自信、激情和创造，也就更能理解中国的现在

与未来。 （ 涂洪长）

排

隐

患

保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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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徐芸报道：

1

月

15

日 ，

2020

上饶旅游

“ 乡村过大年”活动在婺源江

湾风景区启动。市委常委、副

市长雷平致辞。

雷平在致辞中说， 乡村

过大年活动作为乡村旅游的

重头戏，已成功举办七届，成

为宣传推介上饶乡村旅游、

民俗文化、 秀美乡村的重要

平台， 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

上饶赏“ 乡村美景”、游“ 绿水

青山”、寻“ 快乐老家”、忆“ 游

子乡愁”，打造了专属上饶乡

村旅游的新模式。 今年是第

八届，也是

2020

年上饶旅游

的首场大戏， 活动现场设置

了展演区、 乡村非遗和民俗

年俗体验区、 乡村美食品鉴

区等多个活动专区， 让游客

们近距离地感受上饶的乡

土、乡俗、乡情，看一看乡村

美景，尝一尝乡村美食，品一

品乡村民俗， 住一住乡村民

宿。

据悉， 此次活动各景区

结合当地民俗特色推出了一

系列丰富的年俗活动。 各景

区和乡村旅游点还为游客们

准备了丰厚的旅游优惠。

2020 上饶旅游“乡村过大年”活动启动

雷 平 参 加

本报讯 记者万明报道：

为进一步巩固“ 双创” 工作

成果， 近期， 广信区各中小

学校对校园卫生环境加强了

管理 ， 确保校园环境更安

全、 更洁净、 更优越。

据了解， 广信区各中小

学校均加强了校园及周边环

境整治力度。 其中广信区一

小、 二小继续组织家长志愿

者在学校附近开展文明劝导

与服务活动； 广信区七小、

八小“ 双创” 值日人员对校

园周边卫生进行巡查， 发现

问题 ， 立行立改 ； 广信中

学、 皂头中学定期安排专业

人员在校园内指定处投放毒

鼠饵料， 确保病媒生物防制

工作落到实处， 切实阻断病

媒疾病传播途径， 保障师生

健康……通过系列整治， 该

区各中小学校周边环境焕然

一新， 赢得了广大师生、 家

长的一致好评。

铅山县聚焦解决学前教育“ 入园难、入园贵”突出

问题，积极回应百姓的期盼，直面“ 底子薄、欠账多”的

现状，实打实采取“ 四个一批”等措施，加快建设乡镇中

心幼儿园、规范管理公办附属幼儿园、专项治理无证幼

儿园、规范民办幼儿园，加速补齐学前教育短板。

针对省委“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

组对各地聚焦解决“ 入园难、入园贵”突出问题的情况

通报，结合该县公办园建设进度偏慢、公办园学位紧缺

现状，精准发力，积

极破解。 一方面在

县城采取“ 四个一

批”工作做法。即通

过老房管局办公楼

等闲置国有资产改造一批，增加公办园学位

270

个；通

过对城东社区的信江龙庭小太阳幼儿园和红樱博恩幼

儿园， 城南社区生态家园的喜羊羊幼儿园和辰乐幼儿

园，城西社区的相府智慧树幼儿园、佳家幼儿园和锦绣

大风车幼儿园， 狮江社区的佳艺幼儿园等

8

所小区民

办园收购开办一批，增加公办园学位

1249

个；通过县

幼儿园扩园和城西幼儿园新建一批， 增加公办园学位

540

个； 通过加大对县城

7

所无证幼儿园的整治取缔

一批， 将其幼儿学生吸纳进公办园， 增加公办幼儿数

200

余名。 另一方面在乡镇（ 中心）采取加快建设，规范

办学和重点整治的做法， 加快剩余

9

所乡镇公办中心

幼儿园建设进度，增加学位

1800

个；加大现有乡镇中

心幼儿园的招生力度， 规范公办附属幼儿园的办学行

为，吸引更多农村幼儿到公办园就读；在重点乡镇设置

分园，如在永平镇北门教学点设分园，增加学位

80

个，

收回北极星小学现租赁的民办园， 增加公办学位

150

个。另外，加大对乡镇

30

余所无证幼儿园的整治，将其

幼儿学生吸纳进公办园， 增加公办幼儿数

1000

余名；

通过政府购买

10

所乡镇优质园服务，增加公办幼儿数

1250

名，通过规范民办园的招生，控制幼儿数和园舍

面积的配比，从而化解民办园的大班额问题。

截至

2019

年

12

月底，该县共有幼儿园

190

所，其

中公办园中心园

12

所、附属园

66

所、民办园

112

所。

在园幼儿数

12699

人 （ 公办园

5233

人， 民办园

7466

人） ，公办幼儿园在园幼儿数占比达到

41.2%

，完成省

定工作目标，实现“ 幼有所育”向“ 幼有好育”转变。

玉山讯 玉山县盯紧生态环境保护不放松，抓实问

题整改、落细河长责任、强化河道管控，全力营造社会

各界和人民群众共同关心、支持、参与和监督生态保护

的良好氛围，让山更清水更秀。

该县深入引导民间成立河长制理事会，与乡镇（ 街

道）河长制办公室合署办公，并在各村成立相关河长制

理事会机构，积极开展“ 护河”“ 爱河”“ 净水”等相关整

治活动， 民间河长理事会将政府的“ 管” 治与村民的

“ 自”治有机结合起来，形成编内编外河长优势互补、共

治河道的新局面。“ 经过民间河长理事会坚持不懈的义

务宣传、河道清理等护河实践，如今上游水库退养、河

道清澈见底、景观红鲤成群、两岸绿树成阴，乱倒垃圾、

乱排污水、电鱼、毒鱼等不文明行为也越来越少了。”玉

山县樟村镇河长理事会会长何家明开心地告诉笔者。

为压实河长制责任体系， 该县建立和完善覆盖达

标的三级河长“ 管、治、保”三位一体职责，推行“ 挂牌督

战”治污模式，每一处河段、每一座水库设置公示牌，明

确标明所在区域河段水源分管责任人及行政职务、重

点治理污染物等，推动环境整治全监控、无遗留、无死

角。

该县着力推进河长制信息化建设，全县

15

条主要

河流全部建立电子档案，实行“ 一河一档”“ 一河一策”，

做到底数清楚、管治精准。 目前，投资

226

万元的河湖

管理信息平台工程已建设完成并上线运行， 实现水情

监控、河长日常巡查、事件督办、情况通报、责任落实等

工作网上办公，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对全县入河排污

口建立工作台账，进行常态化巡查，投入

2

亿元对冰溪

河原有管网全面更新改造，确保污水收集率达

80%

以

上、所有污水达标排放。 同时深入开展长江经济带“ 共

抓大保护”攻坚行动，打好蓝天、碧水、净士保卫战，生

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 （ 胡明乾）

玉 山 齐 抓 共 管 护 河 清 河

铅山 :破解 “入园难 、入园贵 ”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