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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露营 别丢了文明

雨水“支配”双休日
下周阳光“复工”
南昌晚报·爱南昌客户端记者 陈艳萍
史雨轩 目前，正值暴雨多发季节，南昌被
雨水支配了一周，刚有些入夏的感觉，又被
冷空气打回了初春的状态， 不少市民都穿
上了外套。记者从江西省气象部门了解到，
13 日开始， 我省本轮强降水过程即将结
束， 不过周末又将迎来一波短暂降温降水
过程，周日最高温度只有 18℃。
气象专家表示，就全省天气情况来看，
13 日，赣北阴天间多云；赣中阴天，局部地
区有小雨；赣南阴天有小雨。 14-15 日，受

冷空气影响， 有一次降水、 降温等天气过
程，全省阴天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过程
气温下降 5～7℃；风力加大，江湖水面及
平原河谷、高海拔景区阵风 6～7 级。16 日
开始，我省气温将快速回升，持续放晴。

南昌今起三天天气预报：
5 月 13 日，阴转多云，19-25℃
5 月 14 日，阴转中雨，16-24℃
5 月 15 日，小雨转多云，14-20℃

“
1+N”群防群治
织密织牢疫情防控网

南昌晚报·爱南昌客户端记者 黄
琛琛 环境卫生是一 座 城 市 形 象 的 名
片，更是一个城市文明程度的标志。“五
一”假期期间，不少南昌市民选择带着
帐篷和食物到户外野餐，拥抱“家门口
的风景”。 然而，在体验露营的过程中，
小部分不文明旅游行为的出现却成为
美好假日风景中的“障碍”，原本愉悦的
度假心情也打了折扣。
记者在红谷滩区的赣江市民公园
看到，空旷区域搭起许多五颜六色的帐
篷，铺上野餐垫，摆上各式美食，亲朋好

友围坐在一起， 享受假日的休闲时光。
大多数市民在就餐后， 会准备垃圾袋，
自觉将垃圾清理干净。 然而记者注意
到，也有部分市民将一些塑料袋、果皮、
食物残渣等随意丢弃在草坪上，在草丛
中显得格外“煞风景”。
保护环境，人人有责。 外出游玩过
程中的一举一动，不仅是个人素质的体
现， 也关系到整个城市市民的文明形
象。“露营期间大家都会带一些零食饮
料，难免会产生一些垃圾，如果文明旅
游意识不强，垃圾随意丢弃，不仅破坏
了环境，也会影响其他人游玩的心情。 ”
市民胡云告诉记者，“作为南昌城的一
员，我们应该主动担起责任，从自己做
起，从身边做起，自觉带走垃圾，爱护自
然美景。 ”胡云表示。

宣传垃圾分类 激发环保意识
南昌晚报·爱南昌客户端记者 李
海燕 为做好疫情防控期间的垃圾分类
工作，桃花镇渔业村党员志愿者联合市
城管支队四大队、 桃花镇综合行政执
法队在渔业新村卡口开展垃圾分类宣
传工作，做到疫情防控期间垃圾分类不
放松。
志愿者们利用卡口播音喇叭、向进
出的居民发放宣传页等多种形式进行

全方位宣传指导， 及时将疫情防控知
识、垃圾分类知识传达给居民，详细讲
解生活垃圾为什么要进行分类、怎样进
行分类、基本分类种类等基础知识。 通
过此次活动，让居民认识到垃圾分类的
重要性， 有助于提升辖区居民的垃圾
分类知晓率。 同时，激发了人们的环境
保护意识， 引导居民养成垃圾分类的
好习惯。

提升群众防控意识 筑牢安全屏障
赖莹 秦艳 南昌晚报·爱南昌客户
端记者 熊金标 日前记者了解到， 为推
进党史学习教育走心走实，做好疫情防控
工作，青山湖高新园区石桥村抓细抓实各
项疫情防控工作措施， 坚决做到同部署、
同推进、同落实，以实际行动践行
“
我为群
众办实事”，全力筑牢群众安全屏障。
据了解，今年疫情发生后，石桥村迅
速组织人员深入网格开展排查中高风险
地区返昌人员， 逐户逐人统计摸排核查

情况，做到不漏户、不漏人、全方位、无死
角；同时加大宣传，通过线下线上的方式
宣传防疫知识，提升群众防控意识。在疫
情防控卡点，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和“
日报
告”制度，切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青山湖高新园区石桥村将持续学史
力行， 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史学习教育成
果， 切实把学习教育中锤炼出的党性力
量，转化为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险关头
豁得出去的实际行动。

女子突发癫痫晕倒 城管队员暖心救助

南昌晚报·爱南昌客户端记者 黄琛
琛 文 / 图 为进一步巩固疫情防控工作成
果，南昌县莲塘镇深入践行“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理念，严格落实联防联控机制，积
极构建“
1（党建）+N（社会力量）”疫情防控
群防群治工作格局，探索以“党建 +”联防
联控工作模式，以党建“
大家”引领个体“小
家”，切实织密织牢疫情防控网。

夯实战斗堡垒 抓牢根本“1”
在防疫阵地上， 处处都能看到高高飘
扬的党旗，时时能看到熠熠闪耀的党徽。凌
晨 4 点，莲塘镇村（社区）党支部书记就早
早来到场地， 查看现场情况、 统筹安排人
员、协调防疫物资；核酸检测时，维持现场
秩序，及时安排核酸检测样品转运；检测结
束后安排场地消杀， 然后到小区各个卡口
查看， 晚上仍不时接到居民咨询疫情防控
事宜的电话……这是开展核酸检测“普通”
的一天。有时虽然累得不想说话，但是只要
“
冲锋号”一响，大家仍是“奋勇冲锋”。
坚持党的领导是疫情防控的主心骨、
定盘星。 莲塘镇紧紧抓牢“
1”这个根本，不
断夯实防疫战斗堡垒， 第一时间召开动员
大会，成立“
1+N”群防群治
工作专班，组织动员镇
机关干部下沉一
线 ， 动 员 村（社
区）干部组织居

民志愿者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迅速凝聚疫
情防控群防群治“硬核力量”，在辖区防控
卡口、核酸采样点位、流调队伍、转运队伍
等 260 个点位全部成立临时党支部，将参
与疫情防控 1600 余名党员按区域归属到
所在临时党支部当中， 切实发挥了临时党
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整合资源力量 拓展“N”个支撑
“你好， 请问社区还需要防疫志愿者
吗？ 我想报名参加。 ”近日，南昌县莲塘镇
44 个村（社区）陆续接到志愿者报名参加
防疫工作的电话。 莲塘镇通过微信公众号
发布防疫志愿者“招募令”后，累计招募志
愿者 680 余名，分别安排在村（社区）核酸
检测点、卡口值守点等重要岗位，大大充实
了疫情防控一线工作力量。 莲塘镇居民周
继玲，既是一名党员教师，又是微爱公益的
志愿者，看到莲塘镇发出防疫志愿者“招募
令”后，她主动提出加入到疫情防控志愿队
伍中，“我是党员教师，哪里有需要，就应该
在哪里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周继玲说。
为动员辖区居民积极参与常态化疫情
防控，做到人人参与、人人共享，莲塘镇积
极拓展“N”这个支撑，有效整合社会资源
力量，通过微信群、大喇叭、流动宣传车、条
幅宣传、 上户宣传等线上结合线下多种宣
传方式，积极发动辖区老干部、老党员、志
愿者、企业、居民、退役军人、劳动模范等社
会力量积极参与，形成强大防控合力。截至
目前，共有 10 余家企业、10 余个社会团体
以及老党员等各类社会力量 1700 余人加
入到疫情防控中。

罗天琪 南昌晚报·爱南昌客户端记
者 熊金标 5 月 11 日上午， 一名女子在
南昌西站出站口倒地抽搐、 口吐白沫，红
谷滩区执法大队城管队员恰巧在出站口
核酸检测点开展值守保障工作，发现该女
子后第一时间上前救助。 最终，发病的女
子转危为安。
11 日上午 11 点， 南昌西站城管执
法中队中队长兰俊在南昌西站出站口
核酸检测点， 发现一女子突然晕倒在
地，引起附近旅客围观聚集，但无人敢
上前救助。 兰俊立即上前查看情况，发
现女子脸色苍白、口吐白沫，疑似癫痫
发作。 他立即对现场聚集旅客们进行疏

散， 同时紧急联系医护人员和附近的同
事赶来救助。
之后，兰俊蹲下来呼喊该女子，尝试
与其交流， 看其嘴唇动了动有所反应，便
用纸巾擦拭女子嘴角和脸上的污物。待该
女子意识逐渐恢复后，兰俊和赶来的城管
队员们一起将该女子扶到一边的凳子上
休息。
待女子状况缓解以后，感激地向帮助
她的城管队员表示， 她一直有癫痫病史，
从四川广元下车到达南昌西站，没想到突
然癫痫复发，一时感觉天旋地转，两眼一
黑，倒在地上什么都不知道了。 幸好有城
管队员及时帮助，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货车爆胎侧翻 一查竟超载 7.5 倍
韩军 南昌晚报·爱南昌客户端记者
万清云 文 / 图 5 月 11 日 16 时 30 分，
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高速公路公安局直
属一分局第四大队指挥中心接当事人朱
某报警称其驾驶的轻型货车在南昌绕城
高速棠墅港大桥附近 （南昌县黄马乡境
内）翻车，请求出警。
民警到达现场后，发现这辆赣 C 牌
照轻型自卸货车辆侧翻在高速公路护坡
下， 受损严重， 车上装载的货物散落一
地，高速公路护栏也被车辆撞坏十多米。
经交警现场询问调查， 驾驶员朱某
驾驶的轻型厢式货车从抚州开往南昌，
车辆核载 1.6 吨， 可实际装载了 12 吨
（超载近 7.5 倍），由于车辆严重超载，行
驶至事发路段时，车辆左后轮突然爆胎，
导致车辆失控后发生侧翻。 由于车辆较
重加速度冲向右侧路肩护栏， 冲出护栏
后掉至高速路外坡下， 货物也散落在应

急车道以及坡下， 造成车辆和路面严重
受损。 所幸驾驶人朱某和乘车人都系了
安全带，二人没有受伤。
交警认定， 驾驶人朱某严重超载是
造成此次事故的直接原因， 承担事故全
部责任。同时，对其驾驶货运机动车超过
核定载货质量百分之百以上的违法行为
进行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