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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料热线：

老人做完核酸检测主动帮采样人员干活

您撕包装袋的样子真美！
本报讯（记者 张新红）近期，浔阳
区开展常态化疫情核酸检测。人民路
街道湖滨社区的两名老人在做完核酸
检测采样后主动帮助标本采样人员，
用力所能及的行动参与防疫，赢得居
民的点赞。
湖滨社区党委书记钟晶晶回忆
道，当时社区按照街道的部署，在湖滨
小区开展核酸检测采样，排队的居民
中有名 80 余岁的老人孙荣美。她完
成采样后没有离开，而是搬来一张凳
子坐在一旁，帮标本采样员撕咽拭子
包装袋。孙荣美做得很认真，虽然年

事已高，但手速不慢，与样本采集员配
合默契，大大加快了样本采集的速度，
原本长长的队伍很快变短，站在阳光
下的居民也都翘起拇指，夸赞老人。
无独有偶，
在相邻的另一支样本采集队
伍中，也有一名老人在做完核酸检测
后，主动站到了样本采集员的身后，做
着与孙荣美一样的事。这名老人叫邢
晓荣，60 多岁，也是湖滨小区的居民。
她的志愿行为也受到大家的赞扬。不
少人说，
老人志愿服务的行为不仅加快
了核酸检测样本采集速度，
也是小区居
民团结为大家的体现。

在疫情防控中，像这样志愿服务
的湖滨小区居民还有很多。据介绍，
每次开展核酸检测，湖滨社区都组织
志 愿 者、党 员、干 部 参 与 ，在 每 个 环
节、每支队伍中安排志愿者，避免了
混乱，提高了采样速度，吸引了越来
越多的周边居民来到湖滨社区采样
点。钟晶晶说，到湖滨社区做核酸检
测采样的市民数量一直在增长，远远
高于本小区的居民人数，虽然带来了
压力，但总有热心的居民主动站出来
帮忙，一起努力，保障核酸检测采样
井然有序地进行。

九江市中心城区市场周边环境整治

第七期红黑榜发布
本报讯（记者 周慧超）9 月 15 日，
由市城管局牵头，组织市公安局、市住
建局、市交管支队共同组成督导小组，
对中心城区各类市场周边环境进行了
专项督查，并进行了积分排名。

此次督察中，情况较好的有经开
区月亮湾农贸市场周边小区小巷、浔
阳区九化农贸市场周边小区小巷、正
大农贸市场周边小区小巷。待改进
的有临江农贸市场周边小区小巷、江

洲农贸市场周边小区小巷、华东市场
周边小区小巷。问题主要集中在电
动车未上牌、垃圾清运不及时、线缆
杂乱和占道经营等方面。现将情况
通报如下：

红榜

市场名称

责任单位 责任领导

月亮湾农贸市场
及周边小区小巷

经开区

戴 炜

梅勇、
汪志远、
李启林

九化农贸市场
及周边小区小巷

浔阳区

徐建平
周荣卿

李晓雷、
李奇芳、
潘俊俊
龚雪华、
骆 民、
袁春燕

正大农贸市场
及周边小区小巷

经开区

戴 炜

陶晔、
张景龙、
李启林

临江农贸市场
及周边小区小巷

黑榜

江洲农贸市场
及周边小区小巷

华东市场
及周边小区小巷

经开区

浔阳区

濂溪区

戴 炜

周荣卿

陶宇俊

存在的主要问题

责任人

精准滴灌为脐橙
“解渴”
本报讯（潘成 记者 孔颖）近期，持续的少
雨天气对农业生产造成不小影响。为了将损失
降到最低，共青城市的种植户们找对策、想办
法，积极应对旱情。近日，在共青城市江益镇爱
国村华益橙水果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脐橙种植基
地里，拳头大小的脐橙挂满枝头，清凉的水流正
浇灌着果树。看着眼前这一幕，基地负责人彭
宗龙脸上的愁容渐渐舒展开来，
“7 月至 9 月是
脐橙果实的膨大期，因逢旱期，保证果树水分供
应最为重要。
”
彭宗龙流转了爱国村 140 余亩土地用于种
植脐橙，他告诉记者，这批脐橙于去年春天栽
种，现在已经到了果实生长的关键时期。为应
对旱情，彭宗龙购买了两台 28 千瓦的水泵，铺设
抽水线路，将水引进基地，为脐橙“解渴”。随着
抽水泵的启动运行，大量的甘泉涌入果园，有力
缓解了旱情，
及时守住了
“钱袋子”
。
记者在该种植基地看到，每列脐橙树下都
铺设了一根直径为 2cm 的四分管，并分出分管
将水直接送抵每株果树的根部，渗透进果树下
的土壤。彭宗龙介绍，滴灌能精准灌溉到果树
根部，还能控制水压、水量，既符合脐橙生长特
征，又能用好每一滴水保证不浪费。

消防及时送水解民忧

中心城区市场周边环境专项整治红黑榜（9 月 16 日）
榜单

防 旱 抗 旱 进行时

张南、
熊任生

乱扔垃圾杂物、路面坑洼
积 水 、垃 圾 桶 破 损 、墙 面 污
损、乱涂画、占道经营、违停、
缆线杂乱、
电动车未上牌

胡皓、张治
龚雪华、
骆民、
万斌霞

杂物堆放、乱张贴、飞线
充 电 、车 辆 乱 停 放 、车 辆 逆
行、骑电动车未带头盔、不礼
让行人

康梦晨、
黄家英

乱拉乱设、乱涂乱画、建
筑物外立面大面积污损、垃圾
桶破损、绿化带损坏、占道经
营、车辆违停、人行道泥土裸
露、
电动车无牌照

本报讯（钟小坚 记者 汪良红）
“来了，来
了！消防员送水来了！”随着消防车停稳，从四
面八方闻讯而来的濂溪区高垅乡双垅村村民提
着水桶，来到临时“水站”，有序排队打水，看着
清澈的泉水，
群众脸上洋溢着开心的笑容。
自今年 7 月份以来，我市天气持续晴热高温
少雨，已经影响到群众的正常生产生活。濂溪
区高垅乡双垅村位于庐山脚下，村内没有地表
径流，生产生活用水几乎全靠几个山塘水库，持
续的晴热干旱天气导致水库干涸、水井断水，群
众的生活用水和果蔬种植大户生产用水困难。
了解到该村情况后，濂溪区姑塘消防救援站主
动对接双垅村村委会，从 8 月中旬起连续多天调
派大吨位水罐消防车开展送水服务，既解决了
群众的生活饮用水，又为果蔬种植大户解了燃
眉之急。
“谢谢消防队员送来‘及时雨’，让我承包的
5000 平方米大棚草莓得以如期栽种，挽回了不
小的损失，我心里的石头也总算落了地。”村里
的草莓种植大户邹清紧紧握住消防员的手激动
地说。
据了解，截至目前，该消防救援站共出动车
辆 20 余次，送去生产生活用水 160 余吨，帮助
100 多户群众解决生活用水，灌溉果园 30 余亩，
满足了受旱群众用水需求。

柴桑区新塘乡

汇聚乡贤新力量助力乡村发展
本报讯（李响）近年来，柴桑区新塘
乡发掘乡贤社会资源，激发乡贤参与乡
村治理的积极性，凝聚乡贤智慧、汇集乡
贤力量，引领乡贤统战新力量，助力谱写
新塘乡乡村发展新篇章。
贤心助学育良才。新塘乡崇文重
教，发动广大乡贤积极参与公益助学活
动，助力家乡教育事业。今年来，依托
“幸福驿站”党建品牌，创新幸福“6+1”助
学帮扶模式，即 6 位爱心人士共同帮扶 1
名留守儿童或困难学生，首批 10 名留守
儿童或困难学生收到在外优秀乡贤和爱
心企业家共计 3.6 万元爱心捐助。同时，
柴桑经济发展促进会新塘分会每年都会
资助当年度考取高校的学生，2022 年乡

贤企业家们向家乡 19 位考取二本及以上
院校的大学生发放了 2 万元的励学助学
金。
贤心助村见文明。近年来,新塘乡大
力开展新农村建设,使农村旧貌换新颜,
逐步改善了辖区居民的居住环境和生活
质量，其中乡贤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新
农村建设工程中，乡贤们出钱出力、建言
献策，在 2021 年前进村 11 组刘家大屋新
农村建设过程中，乡贤人士踊跃参与谋
划及捐资，共筹措资金 32.8 万元，新农村
建成之后成为远近闻名的秀美村庄。同
时，在 2022 年的 99 公益活动中，上海尚
义物流有限公司等乡贤代表，共募资 58
万元用于新塘乡乡风文明馆建设项目。

贤心助困解急难。在严峻复杂的疫
情面前，乡贤统战作用无处不在，广大在
外企业家及乡贤挺身而出，慷慨解囊，捐
款捐物，江西康景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等
爱心企业及组织捐赠了爱心物资（方便
面 40 箱、八宝粥 24 箱、奶 70 箱、水 50 提、
香飘飘 20 箱、面包 2 箱），九江桐梓岭医
疗器械有限公司捐赠了医用外科口罩
9600 个、防护服 360 套等其他医用物资，
这一份份爱心汇集成一股股暖流，凝聚
起支援疫情防控的强大力量。
同时，在招商引资、项目争取等工作
中，在外乡贤都用自身行动默默支持乡
村发展，提供有效的资源和必要的方便，
有效助力家乡建设。

追寻红色印记 赓续奋斗精神
瑞昌市夏畈镇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本报讯（周群）9 月 21 日下午，瑞昌市夏畈
镇机关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来到赛湖农场知青
馆开展“追寻红色印记，赓续奋斗精神”主题党
日活动。
通过感人的图片、动人的文字，大家深入了
解了知青们的感人事迹，他们带领群众艰苦奋
斗，改变赛湖农场落后面貌的感人场景历历在
目。参观结束后，全体党员在知青馆内面向党
旗重温了入党誓词。
党员干部纷纷表示，
知青们用勤奋的汗水描
绘出一幅幅美丽富饶的丰收画卷，
幸福生活来之
不易，我们要立足岗位接续奋斗，把初心使命变
成锐意进取、踔厉奋斗的精气神和埋头苦干、真
抓实干的自觉行动，
为夏畈镇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贡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