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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弘扬劳模精神

双创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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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碧水蓝天 记住浓浓乡愁
——昌江下游水域生态环境走笔

熊帆帆

近期，江西五部门联合发布通告，要求持续保持
打击非法捕捞高压态势，巩固禁渔成果。经过了多次
专项整治和河道巡查后，昌江水域非法捕鱼现象是否
得到了遏制？10月10日，笔者来到了昌江河下游段
不同点位，实地了解周边水域生态情况。

吕蒙乡官庄段：河水清澈见底 鱼群欢快遨游
昌江蜿蜒曲折，一路川流不息。南山脚下，毗邻

吕蒙乡官庄村，河面开阔，河水清澈，秋水共长天一
色。

笔者漫步河道，发现河边有块告示牌，上面写
着“维护生态平衡，禁止一切捕鱼”，用来提醒大
家。在查看过程中，笔者未见明显地笼和渔网装
置，河面几乎没有生活垃圾，河水水质清澈、无异
臭，鱼群欢快遨游，河堤已覆盖防尘滤网显得整洁
美观，房屋倒映在河面上，宛如一幅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美丽画卷。

丽阳镇丽阳村段：水质优良 鱼群丰富
来到丽阳镇丽阳村沿河地带，河道两旁树木郁郁

葱葱，昌江犹如一条玉带，蜿蜒曲折。笔者在岸边眺
望河面，看不见漂浮的垃圾，也没有捕鱼船只行驶。
已临近中午，数名垂钓爱好者却在此，丝毫没有回家
之意，挥竿钓鱼甚是悠哉。

据钓鱼者周师傅介绍，丽阳这边水质好，鱼就
多，大家都喜欢来这里钓鱼，在这待一天可以钓三斤
左右的餐条鱼。谈到非法捕鱼，周师傅对那些凌晨电
鱼的人咬牙切齿，“电鱼对很小的鱼苗都是致命的，
破坏了水生生态环境，希望有关部门对此加强严管，
保护好昌江的生态环境。”

鲇鱼山镇鱼山村段：生态宜居新环境呈现
像其他母亲河一样，昌江也是鲇鱼山镇百姓维

系生活必不可少的水源，河流见证百姓的安居乐
业，百姓则依靠母亲河而生活，共续生态宜居鱼山

新篇章。站在鱼山大坝上，视野开阔，昌江美姿尽
收眼底。远处忙碌的鱼山码头施工现场，可以感受
到当地正焕发无限生机。在走访中，笔者发现由于
蓄水功能，大坝上下游水体具有一定的落差，在围
挡处有一些垃圾在此汇集，没有清理彻底。河面整
体干净，水质良好，未发现黑臭水体及污染严重现
象。

据悉，近年来，昌江区高度重视昌江水域生态保
护工作，加大打击非法捕捞力度，严厉打击违反禁渔
规定和电、毒、炸鱼行为，清理取缔禁用渔具，同时
多渠道多形式宣传通告，增强了群众依法保护渔业资
源的意识，营造了良好的渔业生态环境，有效地保护
了昌江水域生态环境和渔业资源。

在此，笔者也呼吁大家，共同守护好我们的母亲
河——昌江，以实际行动保护昌江水域的生态环境，
让大家看见那一汪碧绿的河水，记住浓浓乡愁。

图
说

天朗气清、时节正好，高岭花海鲜花怒放，一跃成为了游人的天堂、新晋网红打
卡地。游人纷至沓来，散步、赏花、晨练、拍照，用朋友圈张张照片记录当下，用抖音
的有趣视频留下欢声和笑语。

据了解，高岭花海总建设面积为2252亩，一期核心区域约500亩。鸟瞰图景主
体为两颗相连的大爱心，穿心射过的一支丘比特之箭构成主路径；从爱心延射数片
花系，以黄色、粉色、红色、紫色为主，由硫华菊、波斯菊、鸡冠花、百日草、欧石竹、蓝
花鼠尾草、凤梨鼠尾草等七种花连片散布，色彩缤纷、摇曳生姿。 (朱宇青 摄)

让秸秆循环利用
造福社会

梁正

只要有粮食种植，秸秆就不会消失，所以，
秸秆问题是一个长期问题。焚烧秸秆不仅污染空
气，还容易引发火灾，安全隐患不言而喻，其危
害有目共睹。正因此，瓷都许多乡镇都开展了秸
秆禁烧工作，运用行政手段进行督查，对焚烧秸
秆采取制止、追责等措施。但也应看到，从根本
上解决秸秆焚烧难题，除了运用行政手段，还应
采取技术手段，在秸秆循环利用上想办法、下功
夫，多管齐下、堵疏结合，综合防控秸秆焚烧。

行政手段就是发挥政府“有形之手”作用。
政府在财政、税收上出台优惠政策，通过财政补
贴、完善公共服务等方式，发挥政策杠杆引导作
用，扶持秸秆循环利用企业做大做强，不仅让秸
秆有一个好去处，也让农民能够通过秸秆获得一
定收入。当农民能从秸秆中获得利益，自然不会
白白地将秸秆烧掉。

进一步而言，对于政府而言，禁烧秸秆不能
只算经济账，更应算算环保账、民生账。如果只
算经济账，就有可能在支持秸秆循环利用上，舍
不得进行投入，只注重短期利益得失，不考虑秸
秆循环利用带来的综合效益，长远益处。秸秆循
环利用是破解秸秆焚烧难题的根本出路，而秸秆
循环利用单靠企业力量显然不够，如果政府在支
持企业秸秆循环利用上缩手缩脚，企业的积极性
会受到影响，进入这一行业的热情必然下降。缺
失龙头企业的支撑，秸秆循环利用也就成了空谈。

技术手段就是发挥市场作用。秸秆并非废
物，而是宝贵的可利用资源，只不过以往限于技
术缺失、产业链不健全等原因，被付之一炬，白
白浪费了宝贵资源，还引发污染、火灾等诸多问
题。让秸秆循环利用，成熟的技术有很多。关键
问题在于，如何通过有效的途径，将这些技术落
实到田头，真正做到变废为宝。

当前，雾霾不时发生，大气污染依然严重，
治理大气污染任重而道远。秸秆焚烧作为大气污
染的一个污染源，由于涉及范围广，影响时间
长，其污染不可轻视。故而，必须想办法通过技
术手段，用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
手”一起抓，协同发力，让秸秆由付之一炬转变
为循环利用，造福社会。

肩负着救死扶伤的崇高使命，怀着倾情奉献的
满腔热忱，把青春年华献给医疗事业；用几十年如
一日的孜孜追求，为创新医技、服务患者作出丰富
的诠释，他就是市第二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2020
年江西省先进工作者潘华。

争做冲锋在前的“抗疫先锋”
今年年初，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身

为二院中医科主任，今年56岁的潘华也积极主动投
身于这场史无前例的人民战“疫”中。

潘华带领其团队，前往我市第五人民医院治疗
景德镇市第四例输入性新冠肺炎感染者。经过多次
的处方修订和半个月的中药调治后，患者于3月3日
成功核酸转阴顺利出院，我市成为新冠肺炎患者清
零的地区。与此同时，潘华在利用微信群聊、视频
等方法对疫情期间的患者进行中医会诊期间也是精
心尽力，他针对每一位留观人员的具体情况，一遍

遍的问诊、下医嘱、开方子，群里的专家组成员们
看在眼里，敬佩在心里。

潘华发挥中医药在疾病预防和康复中的独特作
用，不仅为医院援鄂、援新医疗队配置了专门的中
药颗粒，还细心研究并开出预防新冠病毒中药颗粒
剂等处方，为医院广大职工全身心投入到抗疫中解
除了后顾之忧。

争做百姓健康的“守护神”
“我每次上来，主要是找潘大夫看病，他问得很

详细，开的药效果特别明显。”“潘医师看病的态度
很好，病情也摸得清，找他看病心里踏实。”……潘
华几乎每天都会收到患者的感激和赞扬。2019年冬
天，一面印有“医术精湛、精心护理”的锦旗被敲
锣打鼓的“护送”到二院中医大楼门诊大厅。原
来，潘华曾接诊过一位经长期治疗却未见明显好转
的发热患者程某某，原本不抱很大希望的她在亲朋
的极力推荐下挂上了潘医师的门诊，谁曾想一剂中
药下肚，体温就降到了正常值，再通过后续中药调
理，病因肾囊肿也逐渐消退了，整个人精神奕奕。

如今，在我市中医领域，“潘华”两个字已成为
一张值得信赖的名片，许多患者都从最初的慕名而

来变成了后来的“铁粉”。成功的背后，往往隐藏着
无数的辛酸和汗水。“来得最早、走得最晚”已经成
了潘华的工作常态。

争做党建引领的“先进者”
走进中医科，一面满满当当的荣誉墙跃然眼

前，“景市科技成果进步三等奖”“国家综合性医院中
医药工作‘示范单位’”“江西省‘五一劳动奖章’”“景
德镇市‘五一劳动奖章’”“景德镇市首届十大名中
医”……2009年潘华临危受命，重新组建二院中医科
担任科主任以来，全科医护人员医护水平、服务质
量达到全院领先水平。

在“党旗插在一线，支部建在科室”的新征程
中，二医内科党总支中医科党支部应运而生，作为
中医科党支部书记、科室领头羊的潘华更是勇挑重
担，设立了“潘华劳模创新工作室”。2018年8月，

“工作室”部分成员随江西省医疗卫生系统劳模专家
团赴新疆多地开展义诊，另一部分成员与兄弟科室
党支部主动对接、深入基层，为百余名村民提供了
专家咨询和看诊，为村民送去物资与治疗药物。

多年来，潘华时时处处发挥着模范引领作用，
以实际行动践行着‘争创一流’的劳模精神。

潘华：用三十年医者仁心践行劳模精神
袁筱清

乐平市现有老旧小区大
多数建成于上世纪七八十年
代，很多没有物业，缺乏统
一管理；基础设施陈旧，不
能正常发挥作用；公共绿地
少，私搭乱建严重，小广告

“顽疾”根治难等问题一直是
影响居民生活质量的短板。
今年以来，乐平市委、市政
府高度重视老旧小区改造工
作，把其列入全市重点工作
和十大民心工程，目前该市
分5个片区全力向前推进146
个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完成
后将全面提升居民的居住条
件和生活品质。日前，笔者
走访乐平市多个老旧小区改
造现场，近距离了解改造进
展情况。

在位于八一路附近的老
旧小区机场巷片区改造现
场，笔者看到施工人员正在
对楼体外墙进行粉刷，正在
作业的王师傅说：“这个小区
的楼本体改造已经基本完
成，就差楼顶的防水了，近
期也能完成。下一步，将对
该小区破损的楼梯、走廊、
台阶、扶手进行修缮。”

在采访过程中，该片区
居民李大妈告诉记者：“近些
年，我们这个单元楼好多设
施都损坏了，尤其是走廊扶
手和台阶破烂不堪，现在纳
入改造范围，外墙也进行了
重新粉刷，我们都十分期待
改造完成的样子。”

陶家桥片区属于老城
区，该片区内的老旧居民楼
大多建成已近三十年，地下
雨污管网设施老旧。以往每
到下雨天，附近居民便打着
伞清理水井进水口，加速雨
水外排，但收效甚微。为了
有效改善这一现状，今年 8
月，该社区开始实施老旧排污管道改造，整个社区将
新铺装污水管，将污水管接到每家每户，再把污水引
流到市政污水管网，现用的雨污合流管改为雨水管，
破损部分将进行修复。“现在下雨可不怕了，再不用担
心积水了。”陶家桥片区居民们纷纷拍手叫好。

在江家塘片区的武装部宿舍改造现场，数十名施
工人员正在各作业区有序施工。目前，地面雨污管道
铺设已进入收尾阶段，地面景观改造将全面展开。

据洎阳街道重点办负责人黄俊介绍，2020年洎阳
街道老旧小区改造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5个片区，建
设总面积约688257平方米，道路建设总面积约219200
平方米，绿化总面积约24120平方米。截至目前，改造
工程进度已完成40%，惠及8030户近5万居民。

民

生

工

程

暖

民

心

—
—

乐
平
市
老
旧
小
区
改
造
建
设
现
场
走
笔

汪
嘉
琪

生活中 7大常见意外急救指南 （二）

三、扭伤：不要按摩和立马热敷
脚和腰非常容易扭伤。扭伤是软组织挫伤或韧

带撕裂，一般是没有出血和骨折，所以很多人认为
是小事，过段时间就好了，但是如果进行一些错误
的操作，不仅可能起不到缓解作用，还会加重病
情。

很多人崴了脚、闪了腰都会首先进行按摩，以
为可以促进血液循环，但事实上，扭伤了盲目按摩
反而可能会加重患处组织的损伤以及皮下出血。

还有的人一扭伤就先用开水烫过的手帕热敷，
以为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扭伤的地方就不会肿了。

首先，我们并不是说热敷这件事情是错的，而是说
的扭伤后马上热敷是错的，热敷确实可以加速血液
流动，但在早期扭伤就热敷，会加重肿胀。

扭伤后正确的操作是：
1.如果没有出现肿胀，只是局部疼痛、活动不方

便，建议多休息、局部冷敷就可以了，千万不要乱按
摩。

2.如果出现了肿胀，同时皮肤也变成了青紫
色，这就说明关节里面可能有韧带撕裂、组织水
肿、淤血，48小时内可进行冷敷，可以减轻出血、
水肿和疼痛。同时，扭伤的部位不要承重，尽快到
医院去；

3.再啰嗦一遍，扭伤后2~3天内是冷敷，等肿
胀缓解后，才能热敷。

四、晕倒：掐人中真的没用
导致晕倒的原因很多，但晕倒后周围人的动作

多半只有一个——掐人中！但其实，掐人中真的对
抢救晕倒的人没有用。

有人可能会说，之前明明有过掐人中醒了的
人。事实上，晕倒后掐人中醒了的人，你不掐他也
会醒，而真正昏迷、心脏呼吸骤停的那种，你咋掐
也掐不醒。专业人士有时候也会掐人中，但不是为
了救晕倒的人，而是检查他有没有意识。

有人晕倒正确的操作是：
1.如果可以，要赶紧把晕倒的人扶住，避免因

晕厥造成外伤。再将患者平躺在地上，打120。
2.在医务人员来之前，可以先看看是不是有颈

动脉搏动。如果能摸到颈动脉的脉搏，需要将下颌
骨抬高，检查口腔是否有呕吐物等异物，如有需要
及时清理，保证气道顺畅。同时还可以将头偏向一
边，保持向左侧卧体位。如果摸不到颈动脉的脉
搏，正好你也学习过心肺复苏，那么可以行动起来
了，2分钟检查一次脉搏和呼吸。如果中途恢复了
脉搏就可以暂停心肺复苏，等救护车来。

3.如果晕倒的人伴有抽搐，高度怀疑是癫痫
的，千万不要往嘴里塞任何异物。 （待续）

本报讯（胡榕）为普及消防安
全知识，开展火灾案例警示教育，
深入推进生命通道专项整治，近
日，市消防救援支队生命通道主题
微电影《重生》正式投放网络，截
至目前，在腾讯、抖音、火山、B
站等平台播放量已突破 600 万人
次，受到广大网友的一致好评。

为打造瓷都消防救援队伍文化
品牌，近年来，该支队高度重视队
伍文化建设，融合技术创新，自全
媒体中心正式成立以来，深挖资
源、群策群力，推动完成第一部微
电影《重生》制作，拍摄历时 15
天。

该微电影讲述了消防车通道被
堵耽搁救援时间的故事，出演团队
均由消防指战员本色出演。影片
中，工作一宿的小甲驾车回到小
区，困意十足的他随意将车停在楼
下，返回家中准备睡觉时随手将毛
巾一扔，恰好盖住床边的插线板，
插线板因过热引发火灾。消防人员
在抵达现场的路途中，消防车正好
被小甲的小轿车挡住道路，只能利
用各种工具挪移小轿车，继续赶往
火灾现场，其后消防员在熊熊大火
中将其救出。画面一转，小甲从梦
中惊醒，他意识到消防车通道保持
畅通的重要性，自己加入了消防志
愿者，成为了一名管理消防车通道
的志愿者。《重生》通过男主角梦
中所遇消防车通道被堵之事，唤醒
观众“保持生命通道畅通”重要性
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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