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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汪晓轩）连日来，2020景
德镇市戏曲进乡村活动，先后走进昌江
区吕蒙乡历尧村、丽阳镇石口村、鲇鱼
山镇徐坊村、新枫街道三河村，字正腔
圆的戏曲演出让百姓过足戏瘾。

该活动在历尧村拉开序幕，现场
鼓声、唱声、掌声、欢呼声此起彼
伏，来自昌江区芳华戏曲艺术家协会
的戏曲演员，为村民献上一场韵味十
足的视听盛宴。越剧经典曲目《白蛇
传》选段（游湖）、越剧《山河恋》选
段（送信）、越剧《桃花扇》选段（洞
房） 让现场村民如痴如醉，黄梅戏
《天仙配》 选段 （夫妻双双把家还）、
黄梅戏 《天女散花》、黄梅戏 《女驸
马》选段 （中状元） 更是掀起一个又
一个高潮，现场掌声不断，村民欢笑
连连。“在家门口能看到这么好看的戏

曲表演，真
的是太高兴
了。”观看
演出的村民
笑得合不拢

嘴。
来自历尧村82岁的叶炳荣老奶奶

满脸笑容地说：“京剧、豫剧、越剧、
黄梅戏对于我们这些老年人来说就像
是你们年轻人听的‘流行歌曲’，能够
在家门口听到这么多经典戏曲，这么
清悠婉丽、表演真切的戏剧，实在是
太过瘾了！”

戏曲是中国具有独特魅力的传统
艺术，它具有悠久的历史、独特的魅
力和深厚的群众基础，是表现和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活动
走进乡村，送戏下乡，深受群众欢
迎。“现在国家政策越来越好，我在家
门口搬个凳子过来就能听到这么好的
戏剧，太好了，这样的活动希望多
搞，让我们过足戏瘾。”石口村村民杨
英老人这样说道。

此次活动由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
旅游局、中共昌江区委宣传部主办，昌
江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旅游局、昌江区
芳华戏曲艺术家协会承办，昌江区文化
馆、各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协办。

戏曲演出

让 百 姓 过 足 瘾
本报乐平讯（汪嘉琪） 7月28

日一早，乐平市后港镇新时代文明
实践所的文化站书屋刚一开门，等
候在此的孩子们便一拥而入，来到
书架前挑选自己喜爱的书籍，开始
一天快乐的阅读。

书屋内书香弥漫，各类图书整
整齐齐地摆放在书架上。一群孩子
正在翻看图书，寻找“精神食
粮”。顾家村的李青青自从书屋建
成后，就经常带孩子到这里读书看
报。她说：“以前孩子放假了没处
去，在外面玩会担心他们的安全。
现在好了，空调、电脑、饮水机都
有，孩子来这里看书，可以安心学
到知识，作为家长也放心。”

在儿童阅读区，孩子们在书柜
前认真挑选自己喜爱的书本，看得
津津有味。一年级的李俊明小朋友
说：“这里漫画、课外读本还有各种名
著都有，一放假我就喜欢来看书。”

为了让农家书屋成为学生们假
期学习的乐园，后港镇正在创造更

好的条件方便孩子们阅读。“能让
农村娃儿和城里孩子一样，接触到
国内外经典书籍，就是我们文化站
的初心！”后港镇文化站负责人李
成边整理书籍边向记者介绍。

据悉，后港镇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的文化站是农家书屋的“升级
版”。文化站内设有儿童阅读区、
电脑阅读区、休闲区等区域，配
备图书 6000 余册，电子类书籍 6
万多册，两个盲文听书机，是乐
平市乡镇唯一一个即将实现与全
省图书资源共享的综合文化站。
目前后港镇已有17个村拥有了农
家书屋，正在实施全镇覆盖，平均
每村图书能达到500册以上，涵盖
农业科技、古典名著、政治经济、
养生保健、儿童文学等方面，着力
打造“一村
一书屋”特
色，提升群
众的文化品
位。

文化书屋

孩子们的学习乐园

热 火 朝 天 施 工 忙
——浮梁县三龙镇集镇提升改造工程见闻

黄湘国

仲夏时节，骄阳似火、热浪滚滚。日前，笔者
来到位于206国道上的浮梁县三龙镇集镇提升改造
工程项目现场看到，工人们正在对工程进行后期污
水管道铺设和人行道沥青铺设等作业，现场一片紧
张的施工场景。站在高处放眼望去，街面宽阔、整
齐有致，加上墙体涂上统一颜料，俨然一派西部小
镇的风情，美轮美奂、美不胜收。

三龙镇是浮梁一个工业重镇，市内有多家大型
陶瓷企业落户这里。206国道穿境而过，每一天过
往车辆和外来人口多，给并不宽阔的街道带来拥
挤。2018年 12月，镇党委政府审时度势，从发展工
业经济、乡村振兴、建设幸福城镇、生态环境等各

项事业的全局思考，计划投资约1.2亿元，启动对集
镇206国道范围的三龙镇中心城区附近，连通三龙
镇和景德镇市区的重要交通道路进行提升改造。全
程约3397米，工程包括：道路工程、雨水工程、污
水工程、电力工程、通信工程、照明工程、交通工
程、绿化工程、沿线建筑外立面改造、景观提升、
亮化美化等，最终将集镇建设成为“安全舒适、快
速通达、经济美观、生态环保”的国道上精品工
程、优质工程。

据了解，自工程开工以来，广大建设者战晴
天、斗雨天，抢时间、争速度，克服了一个又一个
困难，战胜了一个又一个险阻。前后仅用了600天
的时间，截至目前，完成市政管网工程，污水管道
3524米、雨水管道7190米、电力管道53000米、通
信管道79800米、军用管道8400米；道路工程全长
3378米，路基工程右幅已基本完成，路面工程级配

及水泥稳定碎石层约14万平米，已完成13万平米，
沥青面层约10.5万平米，已完成7万平米；人行道
及地坪铺装约5万平米，已完成4.2万平米；已完成
交通工程标牌124个、路灯照明工程路灯121盏；景
观工程行道树已栽种900棵；外立面改造工程约5.3
万平米，已全部完成。整个改造工程完成95%，目
前，正在对工程进行扫尾改造，预计在8月中旬将
全面完工。

三龙镇党委书记朱棉亮告诉笔者：“集镇提升改
造工程，既是三龙镇整体形象提升的一个重大项目，
也是改善三龙百姓生活环境的一件大事。项目建成
后，对区域经济发展、完善三龙镇交通路网体系，促
进昌江两岸经济协调发展，建设和谐社会都有重要
意义。它的建成也给三龙镇“西河古街区、产业新龙
头、三美商贸城”的新发展定位奠定了基础，必将在
三龙的发展史上，书写浓墨重彩的一笔。”

城乡环境综合整治

图

说

近三年来，退役军人，原省陶销公司吴江平热心组织当年空军成都某
部队战友100多人，开展义务无偿献血活动，累计献血40000多毫升，受到
社会各界人士的欢迎和好评。图为八一前夕，吴江平又组织战友进行无偿
献血。 （本报记者 王姝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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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浮梁讯 （特约通讯员 吴国
庆)浮梁县城市管理局和县公安局交警
大队从 7 月 30 日起，利用一个月时
间，分步骤对城区朝阳中大道、新昌
路人行道停车秩序进行集中整治，解
决城区车辆停放乱象，切实改善城市
秩序。

7月30日上午，县城福万家超市
门前，40 名城管队员和 20 名交警着
装整齐，按照文明执法的要求，对不
按规定停放的摩托车、电动自行车、
非机动车进行整治。执法人员帮车主
将车辆摆放整齐，做到齐头、有序。
并发给车主《关于开展县城人行道停
车秩序集中整治的通告》，对其进行
交通安全法律教育。不到半个小时，
福万家门前杂乱无章的乱象消除了，
道路通畅了，过往行人都说好。治理
完福万家超市门前停车乱象后，联合
执法人员又兵分两路，赶往下一个点
开展车辆停放乱象整治工作。

据介绍，该县通过联合执法形成
治理合力，以城区主干道为切入点，
逐点逐段整治，以点带面，实现城区
交通秩序和市容市貌的根本转变，实
现城区安全文明出行的目标，为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卫生城市打下扎实基
础。

7 月 28 日，《广东省实施<中
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办
法（草案修改二稿）》提请省十三
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
议。考虑到对目睹家庭暴力的未
成年人的保护，草案修改二稿规
定：目睹家庭暴力的未成年人是
家庭暴力受害人。而因家暴被撤
销监护人资格的加害人，应当继
续负担相应的赡养、扶养、抚养费
用。（7月29日《南方都市报》）

在家暴侵害的对象中，未成
年人是不容忽视的群体。广东省
将目睹家暴的未成年人纳入法律
保护范畴，既是反家暴立法的一
种创新，也是依法保护未成年人
的应有举措。事实上，对未成年
人语言暴力也是一种家庭暴力。
尽管反家庭暴力法规定了“经常
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
精神等侵害行为”属于家暴。但
现实生活中，公众往往更多地关
注到直接被家暴伤害的未成年
人，而忽略了“经常性谩骂”对未
成年人造成的心灵伤害。

如果说有一种武器能伤人于
无形，那么家庭中的语言暴力“非
它莫属”。语言暴力也会对未成
年人身心造成持久和严重的伤
害。一项调查分析报告指出，在
家中“经常被骂”的孩子不良性格
特点最为明显，有 25.7%的孩子

“自卑”，有 22.1%的孩子“冷酷”，
有56.5%的孩子“暴躁”。可见，家
长用什么态度和语言说话，对孩
子的影响非常大。

犯罪心理学家李玫瑾表示，
一个从小不被善待的人，长大以
后是不会善待这个社会的。在网
剧《隐秘的角落》里，剧中主角朱
朝阳就生活在一个“不被善待”的
家庭环境中。父母离异之后，父
亲对他关心甚少；母亲的关心虽
然比父亲多，但对一个人带孩子
的苦、对前夫的恨，自己无处消
化，全部宣泄在儿子身上，包括每
天强迫他喝牛奶。朱朝阳一边顺
从一边抵触，变得越来越压抑，内
心越来越扭曲，最终爆发到同父
异母的妹妹身上。

语言是有能量的，积极温暖
的语言能让孩子变得乐观、自信，
而攻击性、破坏性的语言则可能
毁掉孩子的一生。2014 年，获得
戛纳国际创意节银奖的纪录片

《语言暴力》，就讲述了某市少管
所的几位少年犯，从小生活在家庭的语言暴力中，父
母多年的谩骂和埋怨，让这些孩子受尽了心理折磨，
最终变得心狠手辣——有的抢劫赌场开枪杀人，有
的用水果刀见人就捅。许多观众认为，正是由于家
长的语言暴力，改变了孩子的人生轨迹。

因此，依法保护未成年人，对未成年人的语言暴
力也应纳入反家暴范畴。教育部门曾出台“教师忌
语”，规范教师的言语。反家暴立法中，也可考虑将
一些带有杀伤力的“家长忌语”列入其中，予以禁止，
从而引导全社会关注语言暴力问题，让广大家长意
识到语言暴力的危害，并采取有效措施制止这种行
为，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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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祝文军）连日来，市商务局机关党支部主动
联系共建社区，组织全体党员分批次开展一系列党员志愿
者服务活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助推“双创攻坚”工作。

该局组织两个党小组共计20余人到共建社区珠山
区昌河街道昌盛社区开展“烟头不落地，瓷都更美丽”烟
头革命专项行动。同时还组织了党员志愿者20余人前
往昌江区西郊街道油榨套社区上户宣传“双创”，发放
《景德镇市市民文明手册》并收回调查问卷，为推动“双
创”工作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活动中，党员志愿者们在社区工作人员、网格员的
带领下，在社区内走访入户、广泛宣传，通过宣讲创文知
识、发放市民文明手册的方式，向居民普及创建文明城
市、市民应知应会常识及文明创建宣传用语，通俗翔实
地展示了如何做文明人、行文明事，将文明新风精神传
递到千家万户。

市商务局

多措并举开展“双创攻坚”工作

本报讯（徐文高 记者 程丽媛）近日，景德镇机场组
织人员前往共建社区——昌江区新枫街道十八渡社区，
举行了“双创攻坚”座谈会。

座谈会上，社区负责人介绍了社区基本情况，包括
辖区面积，户籍，流动人口数，周边配套设施，社区组
织建设，社区特色工作等，并汇报了社区目前存在的主
要问题。双方就今后社区的文明建设、如何发挥共建机
制等系列问题作了详细交流，并就共建工作计划进行了
讨论。

通过此次座谈，加强了机场与该社区之间的沟通与
理解，增进了彼此间的友谊和信任，为“共建共联”打下了
良好的基础。下一步，景德镇机场将持续以问题为导向，
明确目标，聚焦重点，进一步提升真情服务品质，更好地
展现窗口单位良好的精神风貌，以“安全、便捷、舒心、顺
畅”的出行环境，为创文工作助力添彩。

景德镇机场

与共建社区共商“双创攻坚”大计

八月高温天持续，天气炎热，加上暑期是出游的
高峰期。江西疾控温馨提示：近期应重点防范登革
热、感染性腹泻和毒蘑菇中毒等疾病。

登革热：登革热常见症状以高热、皮疹、全身疼
痛为主，春夏季高发，流行于全球热带及亚热带地
区。每年我省都会有来自东南亚等国家或地区的输
入性病例。8月份我省仍处于蚊媒活跃期，不排除输
入病例引起本地传播的风险，大家要做好防蚊措施。

防病指引：及时清除蚊媒孳生地：对室内外的积
水容器要及时清理，3-5天刷洗水缸、换水一次，并翻盆
倒罐，清除花盆、废弃罐子内的积水，避免蚊虫孳生。

防止蚊虫叮咬：到户外活动时，要穿好长衣长

裤，裸露的皮肤要喷涂驱蚊剂；室内装防蚊纱窗；睡
觉时要挂蚊帐等。

提高自我就诊意识：前往东南亚国家等登革热
流行地区返回后，如出现发热、皮疹、头痛、关节痛、
肌肉痛等症状，请及时到医院就诊，主动提供相关旅
游史信息。

感染性腹泻：8月，高温利于病原微生物繁殖，食
品腐败变质速度明显加快，容易引起以胃肠道症状
为主的食源性疾病。细菌性微生物（如沙门菌、志贺
菌、大肠埃希菌和副溶血弧菌）在此期间极易引起感
染性腹泻。餐馆、食堂等集体供餐单位和家庭都应
注意卫生状况。

防病指引：饭前便后、加工制作食品前要洗手；
家长要特别注意儿童手卫生，勤洗手，有效洗手。定
期对餐具以及婴幼儿玩具进行消毒。

不喝生水和未经高温消毒的乳制品、沙拉等，吃
煮熟和加热后的食物；不吃腐烂的蔬菜水果；蔬菜水
果要合理清洗、削皮；少吃或不吃剩饭剩菜，如需食
用，需要彻底加热。

生熟食品分开放置；刀具、餐具、砧板等生熟分开，
如不能分开则要在加工下一个食品时彻底清洗消毒；
凉拌菜及剩余饭菜要防止苍蝇叮爬，保持环境清洁。

家庭内食品存放要注意：饭菜在常温下保存不
宜超过2小时，应及时冷藏；冰箱不是保险箱，开封的
果汁在冰箱中存放超过一天后不可再饮用；熟食放
进冰箱时，建议用密封罐或保鲜膜封住餐盘，并放置
在半成品和生食品的上层。

食品从业人员如发生腹泻呕吐或其它传染性疾
病时应立即离岗。

如出现呕吐、腹泻症状，应及时就医并居家休
息，避免传染给他人。建议患者居家休息至症状完
全消失后再上学/班；患者使用过的便具、尿布以及被
污染过的衣物、床单等，都要及时清洗并消毒；患者
的餐饮具要和家人分开使用，并在用后清洗煮沸消
毒（煮沸10-15分钟）。

外出旅行者在外务必注意饮食卫生，选择正规
且环境卫生优良的餐饮店就餐；旅游时舟车劳顿要
注意多休息，多补充能量，增强机体免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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