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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料热线：

瑞昌通报一起违反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本报讯（聂志平 浔阳晚报记者 魏
东升）12 月 4 日，瑞昌市通报 1 起违反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据通报介绍，2015 年 7 月，瑞昌市
码头镇长流村支书周升斌、民兵连长周
志仁、会计费伦美、组织干事黄开明、妇
女主任马小兰，分别违规报销私人费用
900 元；2017 年 5 月又分别报销私人费
用 800 元。2016 年、2017 年长流村还两
次违规给党员发放纪念品。2018 年 10
月，瑞昌市码头镇纪委给予周升斌党内
警告处分，给予周志仁、费伦美、黄开
明、马小兰诫勉谈话处理。
通报强调，各地各部门单位要从通
报的案例中汲取教训，举一反三，引以
为戒，坚决杜绝类似问题的发生。各级
纪检监察组织要切实担负起监督责任，
密切关注滥发津补贴和福利等易发多
发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加大
监督检查力度，一经查实，不论金额大
小，一律快查严处，持续释放越往后执
纪越严的强烈信号，坚决防止“四风”问
题反弹回潮。

将钱误存他人银行卡
粗心女子起诉卡主人
本报讯（周晓琪 浔阳晚报记者 魏
东升）粗心的女子柯某误将其女儿从马
路上捡来的一张银行卡当成自己的卡，
并持该卡去存了一笔钱款。当柯某发
现误存后，及时通过银行知晓该卡所有
人曹某的联系方式，并联系上曹某要求
其归还该笔钱，由于曹某怠于还钱，于
是柯某以不当得利为由将曹某诉至法
院，请求法院判决曹某归还其误存的
11000 元钱。
今年 10 月的某天，柯某带着自己
年幼的女儿出门玩耍，女儿在马路边捡
到一张银行卡，并带回了家。几天后，
柯某误持该卡来到银行存钱，在银行柜
台办理了存钱手续，将 11000 元现金存
入该卡。存钱手续虽然办理好了，但是
柯某发现自己的手机并没有收到银行
发送的存款到账短信提醒。为此，疑惑
中的柯某再次来到银行柜台核查存钱
到账情况，这才发现事情不对劲了，自
己存的 11000 元钱居然存到别人的银
行卡上去了，也就是自己女儿那天在路
边捡的那张银行卡里了。
事情发生后，柯某及时通过银行查
询到自己存错钱的那张银行卡所有人的
信息和电话号码，该卡的所有人是一名
年近 30 岁的曹某。于是柯某赶紧拨通
曹某的电话，
向其讲明了事情的原委，
曹
某知道柯某的意思后也在电话中承诺一
定将这笔钱物归原主。虽然曹某承诺了
还钱，
但是其一直未能履行承诺，
为此心
急如焚的柯某便一纸诉状递到法院，要
求法院判决曹某将钱款退回。

吸纳 44 户贫困户加入

黄金鱼面燃起脱贫希望
周涛 徐秀娟 浔阳晚报记者 魏东升 文/摄

晾晒鱼面

近日，位于瑞昌市黄金乡界首村的金
丝惠民食品加工厂扶贫车间正式开业。
作为专业生产鱼面的工厂，这也意味着一
向以传统手工制作方式出现的当地传统
美食“黄金鱼面”已经朝着产业化、规模化
生产发展。作为该乡特色扶贫产业，加工
厂的正式运营为该乡的脱贫攻坚事业注
入了新鲜的血液。12 月 4 日，浔阳晚报记
者来到专业生产“黄金鱼面”的金丝惠民
食品加工厂，
一探究竟。
扶贫车间里，木槌槌打声不绝于耳，
工人们正忙着加工鱼面。一筐筐鲜活的
白鲢抬进来，经过现场清理——鱼肉分离
——薯粉混合——揉搓成团——人工捶
打——烤箱加热——包装成卷——自然
冷却——切割成片——晒干成型，一袋袋
包装精美的鱼面就制作好了。
“黄金鱼面”是瑞昌市黄金乡的传统
特色美食，是用鲜鱼肉和红薯粉所制成的
一道美食，迄今已有千年以上历史。是当
地乃至周边地区逢年过节，居家宴请的
必备上等佳肴和馈赠佳品。据加工厂负
责人介绍，每年的农历十月至次年正月，
是制作鱼面的黄金时节。此时薯粉最为
新鲜，白鲢最为肥美。真正的民间传统
手工制作鱼面的方法，是将鲜鱼去之刺
皮，将鱼肉剁至泥糊状，以 2 比 1 的比例
掺入薯粉，食盐混合揉搓成面，再将面分
成团，再选取适当大小，用擀面杖擀成饼
状，而后用木槌槌打，大火蒸煮，出笼后
卷至筒卷状，待冷却后用刀横切成薄饼，
再经过冬阳的照射，一道原汁原味的鱼面
就做成了。

鱼面作为黄金乡传统特色农产品，以
口感鲜美、营养价值高一直受到广大群众
的喜爱。但长期以来，因发展规模小、品
牌效应弱等原因一直难以走向市场，农户
增收困难。为了更好地传承和开发黄金
鱼面，黄金乡政府积极寻求合作，努力拓
宽出路。通过“个人+贫困户+村集体”合
作的发展模式，建成了金丝惠民食品加工
厂，配备现代化食品加工设备，进行鱼面
规模化生产。
“虽然设备是现代化了，但是在一些
制作环节我们还是秉承着传统的手工制
作，比如用木槌槌打，我们相信只有这样
才能做出味道纯正的黄金鱼面。”这名负

卷鱼面
责人说，
“ 另外，由于受季节的影响，也是
为了保证鱼面的正宗口感，我们每年也只
在那么几个月做鱼面，这也是为了更好地
保证我们鱼面的品质。”
据 介 绍 ，车 间 现 在 开 设 了 2 条 生 产
线，据保守统计，按每天每条线 500 公斤
的产量计算，在第一年即可年产 5 万斤。
按照现在 20 元/公斤的市场价，年销售额
可达 200 万。目前扶贫车间已吸纳 44 户
贫困户加入，预计可实现参股贫困户人均
年收入增加 3000 元以上，形成产业发展
与脱贫攻坚相结合的良性发展模式，极大
地带动了贫困户脱贫增收，成为该乡脱贫
攻坚的又一有力助推器。

邓哲 张涵婷 浔阳晚报记者 魏东升 文/摄

专家组验收治理后的荒山。
专家组验收治理后的荒山
。

12 月 3 日，瑞昌市人民法院法
官走进瑞昌市第一中学开展以“尊
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
宪法、运用宪法”为主题的宪法知
识宣传讲座，该校 400 余名师生现
场聆听讲座。
（周晓琪 浔阳晚报记者 魏东
升 文/摄）

宰杀鲜鱼

瑞昌：废弃矿山变绿树青山

宪法宣传进课堂

宪法知识宣传讲座现场

擀鱼面

雾生幽谷谷托峰，一览山山有无中。
瑞昌市金鑫碎石场在烟雨朦胧中，呈现在眼
前的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景象，近处一排排绿
树与远处云雾缭绕的山相呼应，不由得使人
多看几眼。在空气里，弥漫着青草绿树的清
香，深吸一口，真是沁人心脾。和金鑫碎石
场一样，瑞昌市的许多矿山正在恢复它“年
轻”时的模样。
提起矿山，很多人脑海里浮现出来的画
面大概都是光秃秃的石头山，肆意飞扬的尘
土，坎坷难行的泥巴路，金鑫碎石场曾经的
确是这番样貌。金鑫碎石场开采于二十世
纪九十年代末，但由于无序开采，严重影响

了周边的环境，破坏了地貌景观。为改善无
人管理的废弃碎石场，让周围的居民不再受
环境困扰，2014 年 12 月瑞昌市地质矿产局
向江西省国土资源厅提交《江西省瑞昌市金
鑫碎石场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程立项
建议书》，在 2015 年 3 月经江西省国土资源
厅予以立项，总投资 175 万元。
“这儿原来就是一个废弃的碎石场，山
上光秃秃一片，路上到处都是泥巴碎石坑，
一到下雨天根本没法儿走。早些时候有工
人来勘测，还从山上滚了下来，手和脚都摔
伤了。”据瑞昌市地矿局局长徐辉介绍，金鑫
碎石场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程于 2015
年 11 月 25 日正式开工，首先对东侧露天釆
坑的边坡进行危岩清理，消除危岩体地质灾
害安全隐患，并平整釆坑基底。其次在外沿
设置浆砌石围堰，通过人工撒播草籽的方式
在围堰内进行植草，后缘种植攀援植物爬山
虎。再对釆坑基底进行平整、覆土，植树种
草。最后再对原采场弃渣区进行治理，恢复
绿地。近日，金鑫碎石场已通过省、市两级
主管部门验收，验收完成后，即根据江西省
国土资源厅、江西省财政厅的规定，将瑞昌

市金鑫碎石场地质环境治理工程移交给白
杨镇人民政府进行维护和管理。
现在，金鑫碎石场再也看不到原来满地
狼藉的碎石，看不到废弃碎石场的影子，看
到的只是眼前一片绿树成荫的景象。此次
治理工程消除了这里的不稳定危岩体，有效
改善了生态环境，避免了高陡裸露边坡引起
的尘土飞扬，给当地居民生活带来的影响，
同时也保障了村民的生命健康安全。一副
绿树环绕的山之画卷在眼前展开，看到眼前
焕然一新的画面，附近的居民感叹道，
“以前
这里只是废弃的碎石场，整天灰尘飞天，我
们都不敢开窗户。做梦也没想到现在这里
不仅没有灰尘，还种满了绿树。现在每天清
早起来，我还来这山上走走，呼吸一些新鲜
空气，
听听鸟叫，
真是安逸。
”
据了解，瑞昌市将以“矿山布局趋于合
理、矿山数量明显减少、安全生产条件明显
改善、矿山生态环境进一步优化，达到经济、
社会和生态有效统一”为总思路，在瑞昌大
力开展矿山恢复治理和绿色矿山创建工作，
不仅要以矿山促瑞昌经济发展，更要将绿水
青山还归于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