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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料热线：

“连心楼”里心连心

心存侥幸练车
无证驾驶被查
本报讯（徐强 范骎 浔阳晚报记者
魏东升）驾驶员张某自认为驾驶技术还
不错，在没拿到驾驶证的情况下就私自
开着借来的车上路练习，却没想到被夜
查的交警抓了个正着。
3 月 7 日晚，瑞昌市公安局交管大队
南义中队在该市市府东路开展夜查行
动，在对一辆过往的小型货车例行检查
时，要求驾驶员张某出示驾驶证、行驶证
接受检查，没想到张某却支支吾吾，一会
称自己的驾驶证在家里没带，一会又称
不知道放哪里了，张某的行为立即引起
了民警的警惕，民警立即要求张某出示
身份证并随即对他的身份信息及驾驶证
信息进行核查，经过查询比对，未查询到
张某取得过任何驾驶资格的信息，张某
涉嫌无证驾驶。
经询问，张某称在前两个月已经报
名参加了驾照学习，并且已通过科目一、
科目二考试，现在正在参加科目三的学
习，当天晚上，张某因自认为自己驾驶技
术挺好，就开着借来的车上路练习了，没
想到大半夜上路还能被交警逮个正着。
想到自己无证驾驶将面临的严重处罚，
张某后悔莫及。

瑞昌交警
“两会”
期间
严查酒驾不松劲
本报讯（丁爱荣 浔阳晚报记者 魏
东升）为全力做好“两会”期间交通安保
工作，瑞昌市交管大队突出工作重点，强
化路面管控工作，努力营造“两会”期间
安全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两会”期间，瑞昌市交管大队克服
春运期间的疲劳作战，继续保持对超员
和酒驾醉驾高压严管态势，加强路面执
法、集中开展夜查、重点车辆集中整治等
统一行动。截至目前，仅城区一中队连
日来就出动警力 50 人次，盘查摩托车及
小轿车等各类型车辆 200 余辆，共查处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违法行为 9 起，涉嫌
醉酒驾驶机动车 2 起，另有两起饮酒后
驾驶电动四轮车及小轿车的驾驶员经现
场检测未达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标准，民
警对驾驶员现场警告、批评教育。

谈荣邦 浔阳晚报记者 魏东升 文/摄

乡政府为每户住户免费提供一块菜地。

连心楼住户范木花在门口择菜。
连心楼住户范木花在门口择菜
。
去年 11 月 29 日，本报报道了瑞昌
市横立山乡政府将闲置的乡卫生院旧
楼重新装修，取名“连心楼”，免费提供
给带孩子上学的贫困户居住，并免去水
电等生活费用一事。大半年的时间过
去了，新学期又开始了，浔阳晚报记者
近日重新来到横立山“连心楼”，发现这
个特殊的“大家庭”不仅增添了新的成
员，而且和睦温馨依旧，
其乐融融。
2 月 26 日中午，随着放学铃声响起，
一群孩子从横立山中心小学欢快地跑
向一栋小楼，进入自家房间，端起饭碗，
开心地吃着热腾腾的饭菜。在瑞昌市
横立山乡的“连心楼”里，浔阳晚报记者
再次目睹着这样温馨的一幕。为解决
偏远村组精准扶贫户家庭孩子的接送
问题，横立山乡政府在进行走访摸底
后，将学校附近一栋闲置的卫生院重新
装修，免费提供给精准扶贫户住，让他
们在这里带孩子上学。

去年 9 月，横立山乡茅坪、芦塘、红
旗、光辉 4 个教学点由于生源不足被合
并，仅有的几个学生面临上学路途遥
远，往返学校不安全等问题。在征求家
长意见后，横立山乡政府将学校附近一
栋闲置的乡卫生院楼房租下来，装修一
新，免费提供给带孩子上学的贫困户
住。不但不收租金，
连水电费都免了。
为了保障贫困家庭的生活，减少生
活开销，乡政府还为每户住户免费提供
了 一 块 菜 地 ，菜 地 被 取 名 为“ 爱 心 菜
园”，明属了菜地责任人，家长在照顾孩
子的同时还能够种种菜，既可以自己
吃，也可以拿出去卖，同时谁家要是缺
了什么菜之类的都可以到地里去采摘，
邻里之间都相互关照，
关系十分和谐。
2 月 26 日临近中午，在“连心楼”旁
的菜地里，范木花正在采摘蔬菜，准备
给孩子做午饭。她高兴地告诉浔阳晚
报记者，
“ 连心楼”离学校很近，孩子每

天自己上下学，不用接送。空出时间
了，她就在村里做保洁员，这样，每个月
家里又多了一笔收入。
今年 76 岁的邓细菊老人一边照顾上
二年级的小孙女吃饭，
一边连声夸赞乡政
府为他们想得周到。
“我儿子儿媳都在城
里做工，我这么大年纪，接送不了孩子。
现在好了，
就住在学校边上，
可方便了！
”
目前，
“ 连心楼”里住着 8 户精准扶
贫户，14 名学生。平日里，孩子们去上
课后，大人们就在“连心楼”里看看电
视，聊聊天，种种菜，或者手工制作竹编
器具。大家互帮互助，团结友爱。小小
一栋
“连心楼”，就像一个大家庭。
乡政府的这个举动，深深地感动着
每一个居住的人。此事不仅引来大批
媒体竞相报道，还引来网友一片叫好
声。有网友评论说：
“ 政府的行为贴心
又暖心，这样才是真正的官民心连心
啊，为这样有作为的政府点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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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昌市工信局开展
“六个一”
活动助脱贫

老人缴费不慎丢失治病钱
值班员工两小时帮找回
本报讯（李希龙 浔阳晚报记者 魏
东升）
“吓死我了，这 900 元钱是我给老
伴买药治病的救命钱！你就是我家的恩
人！”3 月 8 日上午，在瑞昌市供电公司南
义供电所营业厅内，乐园村上边组的老
人易槐金握着值班坐席周华英的手连声
道谢。
当天，周华英在例行整理窗口时发
现柜台上有一个卫生纸团，里面竟然是
一叠卷好的百元人民币，当众打开清点，
有 900 元。失主肯定急坏了，她立刻打
开视频监控寻找失主。10 分钟后，周华
英通过监控视频终于确定了失主：一个
小时前过来交电费的客户易槐金。周华
英又通过营销系统查询到电话，终于联
系上了易槐金。原来，当天易槐金的老
伴中风卧床不起，他急忙拿上家中仅存
的 1000 元钱到镇上为老伴买药。由于
顺路，老人先到南义供电所营业厅交了
100 元电费，交完电费拿着发票就匆忙
离开了营业厅。到药店一摸口袋发现钱
丢了，他沿路找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找到，
都快急哭了。
“老人家，不用急，钱在这里
呢！您清点一下吧！”接到电话后，易槐
金老人急赶到营业厅，周华英将纸包递
给了老人。得知老人家里的情况后，周
华英和同事之后还专程去老人家看望，
周华英掏出 200 元递给老人：
“这是我的
一点心意，希望您老伴早日康复。”

邓细菊带着孙女在连心楼里吃饭。
邓细菊带着孙女在连心楼里吃饭
。

工信局开展活动助脱贫。

本报讯（王舒平 叶章兵 浔阳晚报
与贫困户们边劳动边交流、边吃饭边交
记者 魏东升）3 月 5 日，
瑞昌市工信局机
谈、边解决问题边交心，宣讲党的扶贫
关党支部党员帮扶干部自带米、
油、
菜等
政策和各类惠民政策，积极倡导移风易
食材赴瑞昌市肇陈镇万泉村、
华坊村，
南
俗、绿色殡葬、勤俭节约等文明新风，宣
阳乡排沙村等驻村帮扶点，开展“六个
传市 LED 企业招工信息，并共同商定
一”
主题党日活动，
提升了扶贫工作结对
今年的帮扶措施和发展计划，引导贫困
帮扶成效。
户增强脱贫致富的信心和决心。通过
在贫困户家中，工信局党员干部按 “六个一”活动的开展，真心实意助脱
照“六个一”即“同做一桌饭菜、参加一
贫，解决了贫困户的疑惑和问题，融洽
次劳动、打扫一次卫生、宣传一次政策、 了帮扶干部与贫困户的感情，密切了党
征集一批建议、解决一些问题”的要求， 群干群关系，
赢得了贫困户的信赖。

发现养育多年女儿不是亲生

男子反诉精神损害赔偿获支持
本报讯（章俊棋 浔阳晚报记者 魏东
升）近日，瑞昌市人民法院审结一起离婚案
件，此案中被告梁某某发现养育多年的女
儿竟不是自己亲生的，反诉要求原告黄某
某赔偿精神损失，一审判决准予原、被告离
婚，原告黄某某赔偿被告梁某某精神损失
40000 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黄某某与被告
梁某某于 2007 年经人介绍相识，同年年底
登 记 结 婚 。 婚 后 初 期 ，双 方 夫 妻 感 情 尚
可。2012 年，原告黄某某给了被告梁某某
80000 元，梁某某使用其中 40000 元对其父

母老房屋进行装修，另 40000 元用于家庭生
活开支。2013 年 2 月，原告黄某某生育一
女。女儿出生后，一直随被告梁某某父母
生活。2018 年，被告梁某某通过他人了解
女儿可能不是其亲生女儿。后来，梁某某
委托鉴定机构对其与女儿的血缘关系进
行鉴定。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即排除
被告梁某某为女儿的生物学父亲。原、被
告为此发生争执，矛盾升级，原告黄某某
诉至法院，要求与被告梁某某离婚。被告
梁某某辩称，表示同意离婚，但是原告黄
某某婚内出轨有过错，应该赔偿自己的精

神损失。
法院经审理认为，夫妻关系以夫妻感
情为基础，原告黄某某与被告梁某某婚后
有矛盾，影响夫妻感情。现原告提出离婚，
被告同意离婚，应予准许。原告在婚姻关
系存续期间与他人私生一女，严重违反了
夫妻间的忠实义务。原告的行为严重损害
了夫妻感情并导致被告精神受到损害，对
被告梁某某要求原告黄某某赔偿精神损害
抚慰金的意见予以采纳。最终，法院根据
法律规定，依法作出上述判决。案件宣判
后，双方当事人均表示服判不上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