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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励志拓展夏令营

第二期开始报名啦！
25 日开营，营员们将实地学习野外生存技巧
本报讯 实习生 周洁 记者
刘七葆 文 / 图 7 月 18 日，本报第
一期励志拓展夏令营报名已经结
束，第二期将于 7 月 25 日开营。 据
悉，励志拓展夏令营每期为期五天
四晚， 每期夏令营都将举行晨练、
田间劳动、武术学习、写作、野外生
存技巧知识等。 夏令营每天还会举
行主题班会， 教营员整理内务、学
写信感恩父母，让营员一边“吃苦”
一边学习、进步。

学习野外生存技巧
培养独立能力
如果在野外一个人迷路了怎
么办？ 不小心受伤了应该怎么处
理？ 在现实生活中，孩子们如果遇
到挫折又该怎样应对？ 据夏令营老
师介绍，在励志拓展夏令营，野外
生存技巧将专门作为一堂课来向
营员们讲解，具体包括在不熟悉的
野外如何识别方向、 如何寻觅食
物、如何正确取得水源、野外常见
的伤病治疗等。
“营 员 们 先 学 习 野 外 生 存 知
识，再一起走进野外实地体验。 ”根

据往年励志拓展夏令营的经验，营
员们将在出发之前分成几个小组，
每个小组选好队长副队长，并准备
一些必备的药品，带领大家前往营
地周边的农村、田野、小山，实地模
拟复杂地形如何行进，如果被蚊虫
叮咬了如何处置等。
夏令营老师告诉记者， 这种情
景式的夏令营生活既有趣， 又能巧
妙教孩子学会生存技巧。与此同时，
夏令营每天早晨还将举行晨练早
读、让营员们参加体能训练，每天上
午营员们还将跟随教练学习武术。

本报还将安排采访经验丰富的记
者，走进营地与营员们面对面交流，
和大家分享新闻背后的故事。

仪。 为了满足更多家长的要求，夏
令营将根据实际情况，延长武术训
练和军训时间，以便快速增强孩子
们的体质，强身健体。
“今年的励志拓展夏令营在活
动的设置上，注重融入中小学生学
习要求、活动场地资源、流行的户
外运动等， 针对不同年龄段学员，
进行深入的专项设计，力求为营员
们奉上一桌文武‘大餐’。 ”凌校长
说，夏令营将国学知识、头脑风暴、
生存知识融为一体， 将探究式、体
验式的学习模式导入孩子们的夏
令营生活中，优化营员的个人性格
和生存能力。

温馨提示

将探究体验式的活动
融入夏令营
据南昌华东文武学校校长凌
涛介绍，励志拓展夏令营中，武术
训练和学习是重要的活动之一，每
天上午都有固定的时间学习。 营员
们将在武术教练的带领下，学习少
林五步拳、中华文化传统和武术礼

夏令营时间： 7 月 25 日 （第二
期）
参与对象：全市中小学生
报名地点：象山北路 372 号南昌晚
报老报社发行部
报名电话：86817161、86817947
活动费用：680 元 / 人 / 期 （含食
宿、车费、保险等）

环卫工露天焚烧垃圾 污染环境

无视禁钓警示
翻越护栏闸口钓鱼

艾溪湖管理处环卫所：辞退违规人员并做地埋式垃圾箱

本报讯 记者 涂明明 最近
连续几场大雨使得抚河与赣江
之间的新洲闸关闭起来。 昨日，
市民胡女士向记者反映，在新洲
闸前簇拥着许多市民在那钓鱼。
他们不顾警示牌的提醒，翻越护
栏，垂杆钓鱼，不少路过的小孩
也跟着攀爬，留下了严重的安全
隐患。 胡女士希望有关部门能出
面治理此类现象。
根据胡女士的反映，记者随
后来到抚河新洲闸前，看到有近
20 名钓鱼爱好者围着新洲闸放
线垂钓，其中还有几位翻越护栏
直接来到闸口上，对于新洲闸旁
边竖立的“严禁钓鱼”警示牌视
若无睹。 记者从旁边一小商贩口
中得知，由于最近接连下了几场
暴雨，前来这钓鱼的人比往常增
加了许多。 当记者问到是否有相
关人员出面对此现象进行管理
时，该商贩告诉记者，除了有一
块警示牌，还有铁丝网对护栏进
行围护，并没有看到有人制止这
些钓鱼的人。
据悉，抚河新洲闸护栏处离
水面近 20 米高，此次水深近 10
米， 而且新洲闸经常会出现漩
涡，一旦有人掉入水中，后果不
堪设想。

本报讯 记者 周野 文 魏勇剑
图 实习生 姚文柳 近日，南昌高新
区北沥村附近的一家公司员工罗女
士向本报记者反映， 称在北沥村有
人露天焚烧生活垃圾， 她每天上班
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闻到难闻的气
味，罗女士表示，她就此事多次打电
话给相关部门，但迟迟无人来处理。

许环卫工人直接露天焚烧垃圾，“你
们说的那个地方是北沥村的垃圾中
转站， 每天南昌高新置业投资有限
公司都会派人过来清运垃圾。 ”
徐书记说， 记者所看到的垃圾
焚烧现象有可能是周围村民的个人
行为，“村委会会安排人员巡逻管
理，杜绝焚烧垃圾的行为。 ”

反映：露天焚烧垃圾污染环境

艾溪湖管理处环卫所：
准备做地埋式的垃圾箱

罗女士告诉记者， 她的公司位
于高新区北沥村附近。 几个月前开
始， 她就经常能在办公室闻到难闻
的焚烧垃圾的气味， 但一直不知是
从哪里散发出来的，“大概两个月
前， 我晚上下班回家时路过京东大
道靠近火炬六路附近的一块空地，
空地上时不时能看到火光， 才知道
焚烧垃圾之地离我公司只有一条马
路之隔。 ”罗女士称。
“露天焚烧垃圾会产生一级致
癌物，以及一些氮氧化物、二氧化硫
等等， 长期生活在这种环境周围一
定会对身体有影响的。”在发现这个
问题后， 罗女士称她曾多次向相关
部门反映，但一直都没有得到解决，
无奈之下，罗女士找到本报记者。

北沥村露天焚烧垃圾

现场：浓烟四起恶臭扑鼻
近日，记者在罗女士的带领下来
到现场，记者看到，在京东大道靠近
火炬六路附近路边有两个大坑，其中
一个已经被生活垃圾填满，另一个坑
内堆放的垃圾因焚烧产生的烟雾还
飘在空中，周围有很多苍蝇，稍微靠
近就恶臭扑鼻。大坑的旁边摆放着一
排大型垃圾箱，但已被垃圾填满。
“我亲眼看到环卫工人将北沥
村的生活垃圾倒进这两个大坑里，

倒完就直接焚烧，火烧得很旺时，周
围浓烟四起。 ”罗女士说，一旦遇上
下雨天气， 焚烧过后的残留物便和
雨水混合后流进旁边的菜地里，污
染了土壤。

北沥村村委会：
焚烧垃圾可能是村民所为
就此问题，记者近日来到了北
沥村村委会， 对于罗女士反映的环
卫工人焚烧垃圾现象， 村支书徐书
记表示， 北沥村村委会从来没有允

南昌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产权交易信息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挂牌价格
16NZ0017 幸福雅苑安置房配套商业项目 8 间商铺、玉沙东苑安置房配套商业
八年
5,932,443.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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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系 人: 姜先生、谢女士 0791-85988962
网
址：http://www.ncxztb.com

记者就此事联系了南昌市城市
管理行政执法局高新技术开发分局，
接线的工作人员表示，焚烧垃圾如果
是村民个人行为， 则不归他们管，只
能督促，“如果是北沥村村委会焚烧
垃圾，则归艾溪湖管理处管。 ”
随后， 记者联系了艾溪湖管理
处环境卫生管理所， 该所胡所长告
诉记者：“垃圾是环卫工人焚烧的，
针对焚烧垃圾的事情我们也管过，
但效果不大， 我们准备辞退违规焚
烧垃圾的环卫工。 ”胡所长表示，他
们下一步准备做地埋式的垃圾箱，
焚烧垃圾现象不会再发生，“目前已
经在采购了， 之后能将生活垃圾全
部容纳进去。 ”

城管拆除小区五处违章搭建
本报讯 记者 刘永波 李延 昨日， 高新
区城管执法大队以及艾溪湖管理处一队执
法人员在艾溪湖北路拆除了一小区内五处
的违章搭建。 据了解，7 月 13 日，高新城管
执法大队艾溪湖管理中队在小区内巡逻发
现不少业主有违章搭建行为并当场下发了

整改通知书要求业主在三天内自行拆除。
但截至昨日上午， 小区内的违章搭建并未
被拆除。
昨日上午八时许， 高新城管执法大队联
合艾溪湖管理处将小区内的五处违章搭建强
制拆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