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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响应祖国召唤 军营绽放最美人生

“我们永远记得江西老大哥的恩

情。 ”“江西同胞就是我们的亲人啦！ ”

“如果没有江西的大力支援， 我们的灾

后重建不可能进展得这么好。 ”……这

几天，在小金采访，每到一处都会听到

这样的话语，小金人民发自肺腑地表达

着对江西人民的感激之情。

2008

年汶川

大地震发生后，江西援建队对口援建小

金县和小金人民结下了跨越赣鄱巴蜀

的兄弟情，这次采访过程中，诸多动人

故事深深打动着我们。

2009

年

7

月

17

日凌晨， 一场

60

年不

遇的泥石流瞬间掩埋了

5

名在美汗公路

施工的广丰籍援建人员。汗牛乡足木村

村民听说江西援建人员被埋的消息后，

纷纷放下农活， 自发加入到救援队伍

中。藏民泽郎仁本回忆说：“当时我心急

如焚， 准备连夜打着手电筒下山寻找，

但是当晚雨太大，又没有路，最后无法

下山。 第二天天一亮就又去找了，连找

了三天，有两公里多，可惜还是没有找

到，感觉实在无法向家属交代。”村主任

杨光华告诉记者，当时村里人在没有经

过动员的情况下几乎全都来搜救了，还

有别的村的，共有

300

多人，大家在很深

的泥浆里搜了一遍又一遍，虽然当时山

上不时还有石头滚落，但没有一个人愿

意离开。

据了解，根据当地习俗，藏民一般不

会碰尸， 但是这一次藏民们却没有顾忌

到这么多，每搜索到一具遗体，大家都会

小心地把遗体上的泥浆洗干净， 将遗体

消好毒并包裹好，抬运到指定地点。遇难

者纪念碑设立时， 成千上万的藏民自发

参加悼念仪式。 如今，每逢清明等节日，

村民们也会自发前往祭奠。村民们说，江

西同胞用生命换来了致富的“天路”，现

在每次路过纪念碑时心情都非常沉重，

都会想起江西老大哥的恩情。

我市的宏盛建业是当年江西援建

施工队伍的主力军之一，一共负责了十

大示范工程中的三个项目的建设。公司

副总经理周金旺日前在成都向记者谈

起援建经历时感慨万千。他既感慨当时

施工环境之艰苦，也感慨在抗震救灾中

与小金人民结下的深情厚谊。

“我们刚到小金时， 发现小金的物

资非常匮乏，当地人储备的土豆都基本

吃完了，道路又不畅，买也买不到，我们

看了心里很难过。我们就把自己带去的

一些菜分给灾民们吃，自己一餐只吃一

道菜。”周金旺说，虽然援建者当时施工

工期非常紧，但还是经常会抽出时间去

走访当地灾民，尽量提供一些帮助。 正

是援建者的种种善举感动了小金的藏

族同胞，后来，工程在征地、施工过程中

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还有一些藏民

主动宰杀鸡羊、 送来土特产犒劳援建

队。 通过援建，宏盛公司在四川人民中

留下了良好的口碑，也从此把业务拓展

到了巴蜀大地。 如今，宏盛公司在成都

设立了分公司，仅今年就中标了多个大

型建设项目，成为了江西在川的知名建

筑企业。

援建，还促成了一段段藏汉美好姻

缘。宏盛公司的女员工周春英与一名藏

族油漆商日久生情，并最终做了小金的

媳妇。当年刚刚大学毕业应聘在我市中

大建设公司做会计的管明清，一参加工

作就随着援建队伍来到小金，援建过程

中认识了一名藏族姑娘，两人最终快步

走向了婚姻的殿堂，他成为了小金的女

婿并留在了小金。 说起自己的藏族媳

妇，小管有说不出的幸福，他的手机里

存了很多两口子穿着藏族服饰的结婚

照。 他说，结婚时老婆村子里几乎所有

人都出席了他的结婚仪式，

300

多人热

热闹闹地喝着喜酒。

在小金采访，我们听到的两地人民

携手同心抗震救灾的故事还有很多。

本报讯

（记者

王调翁

）

7

月

15

日下

午，市教育局、市公安局、市交通局联

合下发通知，提醒全市各地、各部门深

刻汲取

7

月

10

日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

响塘乡金侨村乐乐旺幼儿园校车在行

驶过程中翻入水库， 致车上

11

人死亡

（其中幼儿

8

名）的惨痛教训，坚决遏制

校车安全事故的发生， 认真做好校车

过渡期满安全管理有关工作。

通知要求，全市各地要切实提高认

识， 高度重视校车过渡期满安全管理工

作。要负起对保障校车安全的责任，按照

《江西省校车安全管理规定》及我市相关

文件的要求， 对校车安全管理工作常抓

不懈，继续做好校车检验及驾驶人资料、

行驶路线和行驶时间进行登记备案和动

态管理工作， 杜绝学校聘请不符合规定

的驾驶员驾驶校车， 杜绝使用不符合规

范的、存在安全隐患的车辆接送师生，杜

绝校车发生超载、超速等违法行为。要严

把校车审核关，对校车存在安全隐患、校

车无标牌、超载超速行驶、租用不合法校

车、 聘用无资质司机等情况进一步加大

整治力度，确保全市师生交通安全。

本报讯

（记者

王调翁

）

7

月

15

日， 针对当前我市短历时强降雨仍

在持续，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下发通

知， 要求全市各地克服麻痹松懈思

想和厌战情绪， 突出抓好山洪地质

灾害和中小河流、重点山塘、在建水

利工程的防御。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强调， 全市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在总结前一阶段

雨情汛情特点的基础上，与水文、气

象部门进行科学会商， 进一步深入

分析雨水情的变化趋势， 加强监测

力量，联合会商研判，提高短历时极

端强降水和中小河流暴雨洪水的预

测预报能力。 由于前期我市降雨频

发，土壤含水量饱和，小雨大灾问题

突出，要强化工矿企业、施工单位、

旅游景区等山洪灾害防范薄弱环节

的隐患排查和监测预警。 针对近期

部分地区的强降雨过程， 要把保障

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 从最不利

情况出发，向最好处努力，充分发挥

水利工程防洪减灾作用， 扎实将各

项防洪非工程措施落到实处。 要充

分发挥已建山洪灾害防治县级非工

程措施监测预警和群策群防的作

用，提前发布预警，及时转移危险地

区群众。 针对水库安全度汛的严峻

形势， 要逐库落实水库防汛行政责

任人、技术责任人和巡查责任人，强

化隐患排查和险情抢护， 严格执行

水库汛期调度运用计划， 超汛限水

位的水库要尽快降低水位， 预留防

洪库容，确保安全。

跨越赣鄱巴蜀的兄弟情

本报记者

巫保平

文/图

数百藏民自发搜索遇难工人

两地人员携手同心传佳话

杜绝使用不规范存隐患车辆接送师生

我市做好校车过渡期满安全管理工作

短历时强降雨仍在持续

市防指要求

克服麻痹与厌战情绪

本报讯

（记者

黎波 程晖 王涛

摄影报

道）

7

月

15

日， 本报首届小记者军校夏令

营在驻饶空军某部正式开营并进行了第

一天的训练。

28

名参加本次夏令营的本

报小记者将在接下来的三天内， 与空军

官兵同吃同住， 接受教官们的准军事化

训练以及国防教育。

昨天一大早， 载着参加本次军校夏

令营小记者的公交车从上饶晚报站出

发，于

9

点到达驻饶空军某部。 上午

10

点，

首届上饶晚报小记者军校夏令营开营动

员大会在部队领导的主持下正式召开，

来自五小四（

3

）班的小记者夏语诺在会

上代表小记者们发言， 她表示要在夏令

营期间出色地完成好每一项军训课程及

军训任务， 以优异的成绩接受空军叔叔

的检阅，她也向驻饶空军官兵表示感谢。

而部队领导则希望晚报的小记者们能够

珍惜来之不易的军营学习机会， 培养自

己的爱国情操，锻炼自己的意志品质。

开营动员大会后， 本报小记者们在教

官的带领下参观了官兵们的训练场地及宿

舍。 亲眼见到整齐地叠成“豆腐块”的被褥，

给了小记者们极大的震动。

下午

3

点，小记者们接受了开营以来的

第一次准军事化训练， 列队训练一直持续

到了下午

6

点。 晚上

7

点

30

分，小记者们还在

会议室内接受了一个小时的国防教育。

在首届军校夏令营结束之后， 本报

小记者们还将赶赴横店影视城游玩。

更多精彩内容， 请关注今日本报微

信小记者视频。

培养爱国情操 锻炼意志品质

本报首届小记者军校夏令营昨日开营

小金县的江西路

本报小记者“走进军营走进横店亲子夏令营”第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