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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凤思

光阴它带来了新的城市故事，改变了
我和你，却从未改变回家的路。无论距离
爱的方向有多远，我们都在回家的路上，马
不停蹄。

昨日，长江周刊记者从九江火车站了
解到，随着春运的到来，九江铁路已全面进
入应战状态。为满足节前、节后市民出行
需求，今年春运期间，九江车务段会加开 6
趟旅客列车，其中包括深圳、上海、厦门、东
莞、广州等方向，同时还会在旅客热门方向
加挂车厢，增加单次运输能力；另外，节后
预计加开旅客列车 24趟，方向为东莞、上
海、广州、深圳、温州、厦门、阜阳、杭州、西
安等，具体内容以车站公告为准。

和往常一样，春节前的客流以到达为
主。腊月廿三是北方小年，在鄂尔多斯一
家工地开挖掘机的王伦发说，本来这一天，
工地上的老板请工人们吃“年夜饭”，但是
为了能够早点赶回家陪老婆孩子过个南方
小年，他磨了老板好久，最后没法子只好借
故说，家里有喜事，这才提前结算了薪水，
坐着南下的火车回到了家里。一路上，王
伦发一共坐了 30多个小时的火车，他从鄂
尔多斯东胜站上车，坐了近 15个小时的火
车到达北京西站，又在北京西中转等了几
个小时，又坐上北京西直达九江的列车，颠
颠晃晃近 17个小时，总算是赶在北方小年
的下午 18时前到了九江。因为临时买的
票，他都买的无座票上的车，这一路上都没
能补到卧铺票，就这么硬站了三十多个小
时。“下火车，再坐一趟个把钟头的班车就
能回家了，一年到头在外工作，难得回家一
趟，每年就属春运的火车开得最快，一路站
着颠簸了30多个小时，都不觉得累，也不觉
得漫长。”话刚说完，王伦发便扛着行李，往
汽车站的方向走去，等待他的是越来越短
的回乡路。

据了解，2018年春节前，九江铁路预计
发送 43 万人，同比增长 2.36 万人，增幅
5.81%；节后客流以发送为主，预计客流有
一定的增长，客流流向主要是广深汕、沪杭
温、北京、福厦方向为主，节后客流预计发
送 119 万 人 ，同 比 增 长 9.41 万 人 ，增 幅
8.59%。春运期间预计共发送旅客 162万
人，比2017年增加11.77万人，增长7.83%，
日均发送4.05万人，最高峰日发送5.7万人
（农历正月十六）。

春节后客流高峰 2 月 21 日（正月初
六）～2月27日（正月十二），务工人员将大
量外出，形成节后第一个客流高峰期，这段
时间客流集中、峰值高，日均发送 5.7万人
左右；3月 3日（正月十六）～3月 6日（正月
十九）将进入第二个客流高峰期，日均发送
约5.7万人左右。

对于九江而言，今年的春运还和以往
有些不同，武九客专和九景衢铁路等高铁
线路首次投入春运，这和以往没有开通前
的春运有什么不同呢？

“当然有不同。”九江车务段业务科科
长苏国富介绍说：“这两条高铁线路的开
通，一是拉通了九江至景德镇、衢州，大大
缩短旅行时间，沿途将景德镇、鄱阳、都昌
连上高铁网。铁路旅客流量将会有一个大
的增幅。同时还将九江站这个枢纽站的客
流分散一部分，缓解九江站的客流高峰期
的压力。九江地区从此有高字头列车直达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及长沙。同时，也为
九江地区的出行老百姓提供更便捷的出行
方式，九江至武汉可直达，不用到庐山站等
地中转。武九客专、九景衢新线投入运营，
尤其是节后学生返程与第一高峰期务工客
流形成叠加效应，客流量高度集中。鄱阳、
都昌是务工人口大县，两站节后返程客流
与运能之间的矛盾形成较大压力。”

随着高铁网的不断完善和带薪休假制
度的普遍实施，春运期间探亲、旅游客流特
别是短途客流将会明显增加，如何统筹好运
力资源、组织好旅客运输、保证旅客乘降安
全，九江车务段任务繁重、压力倍增。为了
应对发送旅客数量上涨现象，九江车务段还
加开了售票窗口，延长售票时间，合理引导
旅客购票联程票，在高铁各网络接续，让旅
客体验更美好；而针对鄱阳都昌广州方向务
工人员多的情况，及时调整将九江至广州东
K87次延长到景德镇北始发，沿途兼顾鄱阳
都昌，调整运能供两站使用；为应对客流高
峰，还增加了安检查危仪和验证通道，方便
旅客快速进站；特别针对突发客流，及时启
动应急预案。

为落实《“十三五”促进就业
规划》和《“互联网＋人社”2020
行动计划》有关要求，积极满足求
职者春节期间集中找工作的需
要，九江人才市场将从 2月 23日
至 3月 8日，连续举办 10场新春
大型招聘会，预计提供就业岗位
约4.8万余个。

据了解，九江人才市场定于
2018 年第一季度春节前后通过

“线上+线下”模式，即现场招聘会
和九江人才网（www.jjtl.com.cn）
联合举办“迎新春·惠民生·促就
业”系列特大型人才招聘会，为企
业提供力揽良才的最佳交流平
台。

线上是九江各大网络、论坛，
而线下则是针对四区九县一市人
流量多的地段、进行宣传海报、招
聘报纸、横幅等全方位强势宣传、
多渠道全城信息覆盖，满足企业

人才储备需要。市民也可直接前
往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地点位
于九江市浔阳区北司路109号。

同时，九江人才网将在新春
期间，即 2 月 24 日至 3 月 3 日期
间，打造 2018年“新春”户外招聘
会“四连发”。

九江人才网大型户外招聘会
已举办多年，积累了丰富的政府
资源、参会企业资源和求职者资
源。据了解，2017 年，九江人才
市场“线上+线下”招聘会在市区
各标志性综合广场已举办 5场大
型户外招聘会，共有 1069家企业
参加，其中“线上+线下”共提供就
业岗位约 8.1 万个，进场人数约
21700 人次，达成就业意向 8694
人。实现招聘覆盖范围广，求职
群体涵盖学生、普工、白领、企业
人力资源管理者等，市场辐射面
广，涉及开发区、浔阳区、濂溪区

等多个区域。同时，通过“网络
宣传+线下推广”的新形式，在吸
引人才的同时，也树立了企业良
好的品牌形象。

今年，九江人才市场继续蓄
力，以九江人才网为平台打造
2018年“新春”户外招聘会“四连
发”，在九江市各大标志性广场举
办新春户外大型招聘会，聚集九
江地区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外资
企业、股份制企业、民营企业等各
类用人单位，免费为求职者提供
人才就业平台。

户外招聘会时间安排，首场时
间：2月24日正月初九，九江万达
广场；第二场：2月25日正月初十，
九江万达广场；第三场：2月28日
正月十三，九江联盛快乐城；第四
场：3月3日正月十六，九江九方购
物中心。据悉，招聘时间为上午9
时~12时，根据实际情况或延长。

2018 农历新年的脚步越来
越近了，2月 5日下午，记者在市
八里湖新区看见，一串串火红的
中国结挂在道路两旁的灯柱上，
晴朗的天气，这条充满传统节日
气息的马路显得格外有味道。

施工的师傅忙得是热火朝
天，安装、固定，师傅们配合更是
相当默契。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除了八里湖大道以外，九江城区
其他主要道路也会安装中国结或
者红灯笼，以此迎接春节的到
来。整个工期大概1周内完成。”

街道已经装扮好了，从八里
湖上下高速的朋友们看这喜庆的
氛围想必会心情大好。那么，在

九江过年的朋友们准备如何了
呢？

昨日，记者在浔阳区裕华大
市场看见，对联、红灯笼、红辣椒、
狗娃娃等与春节有关的饰品，被
商家摆在了店内最显眼的位置，
到处是一片红彤彤的喜庆景象，
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购买。

商贩告诉记者，“虽然现在每
天前来采购的市民很多，但目前
还不是销售高峰，一般春节前 1
个星期才是最后冲刺。今年是狗
年，我们根据狗年元素进了很多
狗福娃，目前市场反映很好。毕
竟狗是人类的好朋友，喜欢狗的
市民也多。但是，现在大家喜欢

网上购物，狗年销量能否突破往
年，还说不好。”

春节期间买上几朵鲜花烘托
节日气氛，送一些有吉祥寓意的
花卉给自己亲朋好友已经渐渐成
为一种时尚。在九江花鸟市场，
不少商家开辟了小绿植专区，价
格在 10~20元左右，一些寓意好
的鲜花和植物也很抢手，如鸿运
当头、发财树等，不少市民前来选
购。同时，九江人有大年三十送
灯的习俗，花鸟市场的商家们为
针对文明祭祀，还准备了白色和
黄色的菊花、康乃馨、满天星等，
提供给有需要的市民。

再看九江茶叶市场，中国人
春节向来有亲朋好友之间串门拜
年的习惯，茶叶也是人们拜年相
送的传统礼品之一。记者留意到
前来购买茶叶的市民络绎不绝，
每间茶叶店的门前几乎都停泊了
小车。不少市民在茶叶店里，一
边喝茶，一边选购自己喜欢的茶
叶，而店员也在忙着给客人打包
装。一茶叶店老板告诉记者，受
益于春节，茶叶的销量有较为明
显的增长，虽然没有精确地统计
过，但从到店人数、购买数量、销
售额方面看，保守估计比平时有
成倍的涨幅。

古稀遇古韵 师心蕴诗意

“凡事都可入诗，关键要善于捕捉”
在相约好的时间点上见面，黄赞水特意

提早出发，利用等待的空当又把这几年写的
诗重新又翻了翻，准备整理挑选出一些旧诗
发给约稿的单位。

其中一组写 24节气的组诗，最是吸引
到记者的注意。从立春开始入诗，万物在

“东风解冻长河水，竞发红梅碰醒春”之中
复苏，而后便是雨水，“牧童遥告北飞雁，旧
筑窠巢为尔留”。万事万物点滴微妙的动
态都可以成为黄赞水笔下的一首旧体诗。
惊蛰的“悠然漫步南山苑，但见夭桃信意
开”是诗，“柳絮飘飞百花艳，游春少妇翠云
团”的春分是诗，就连“落木萧萧铺满地，云
天雁断更添愁”而来的霜降也是诗，甚至大
寒时节“覆水凝冰彻骨寒，山村户户碧烟
团”皆是一首入情入理的好诗。

除了节气之外，黄赞水写得最多的还
是他的旅途见闻。如古人游历大好河山时
的有感而发，黄赞水的很多诗情也都是起
兴于祖国的山水，但和孟浩然、王维等“诗
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写意不同，黄赞水
的山水还带有一股豪迈之气，偶抒讴歌溢
美之情，亦无铺奢之感，更近似于苏轼的豪
放之宜。就像他眼里的匡庐之景：“滚滚雷
声震耳聋，飞流直下落潭中。白帘三叠谁
裁出？四季常垂醉眼瞳。”（《三叠泉》）“五老
相依剑气冲，神情各异荡心胸。匡庐秀色名
天下，险峻雄奇第一峰。”（《五老峰》）诗中景
象开阔，而又自然和美。

“写古诗并不难，首先要习得律法”
作诗有百法，但黄赞水独爱古韵。“可

能是因为我是一名语文教师的缘故吧。”黄
赞水说，古典诗词是中华文化最灿烂的瑰
宝之一，但遗憾的是，现今写诗的人多起来
了，但写旧体诗的人却越来越少，文化在进
步，但文化同样需要回归。

虽然年逾古稀，早已退出了教育的一线
阵地，但黄赞水的师心依旧。他希望在弘扬
古典诗词文化上继续发挥自己的余热。所
以他坚持用古韵写诗，为的就是尽自己的一
份力量把传统留下来。

他的很多学生在看到他写的旧体诗
后，也纷纷学着开始写古诗。

“我看到身边的孩子们开始学写古诗，
特别高兴。”退休多年，黄赞水曾经教过的
那些高中生早已成人、成才，但他依然习惯
唤他们为“孩子”。

当然，“他身边的那些孩子”还包括了现
今校园里那些热爱着古典诗词的学子们。
近期，九江三中举办了“琥珀杯”首届诗词大
会，一个又一个灿烂的生命诵读出一段又一
段的古韵，黄赞水喜不自胜。

据悉，一直以来九江三中都十分注重
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大力开展“诗词进校
园”工作，连续开展古诗词联征文活动，进
行诗词审美教育课题研究，开展诗词考级、
诗词大会、汉字书写大赛等活动，学校亦被
中华诗词学会授予“中华诗教先进单位”。

“其实写旧体诗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因为作诗虽无定法，但它们有定型，有定
格，都有自己的律与法，只要把这些都弄懂
了，大家可以在写新诗的时候，也尝试写写
旧体诗，只要有人在写，有人在传承，古典
诗词就不会出现断层。”黄赞水激动地说，
这种鼓与呼特别需要教育的力量，而他也
只是这股力量中最小的一颗“螺丝钉”，“只
有从教育上重视这份传承，让古典诗词真
正进入校园文化当中了，相信和让孩子们
写旧体诗一样，‘把传统留下来’，都不再是
难事。”

■ 本报记者 吴凤思

哇，这是一本诗历啊！严格来说，
它是一本格律诗诗历。这是长江周刊
记者见到“诗人”黄赞水时脱口而出的
一句话。

现今文坛，诗歌创作越来越盛行，
但是世人都好新诗，真正写旧体诗的并
不多，尤其是用古韵写诗，更是少之又
少。因为语言总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
断演变，古韵与今韵多有别，所以真正能
够将古韵用到得心应手并不是件简单的
事情。

但在九江三中就有这么一位退休教
师，在古典诗词文苑里辛勤耕耘近八载，
坚持用古韵写旧体诗，创作了千余首旧体
诗，发表作品300余首，参加全国各类诗歌
大赛，均获得不错的奖项，作品入选《中国
当代知名诗人诗选》。

他，就是黄赞水。
自2011年8月开始创作旧体诗，黄

赞水几乎隔三差五就会写一首古诗，碰
到诗意盎然时还能连书数首，偶尔也会
写几首词。出外旅游可成诗，在家读书
可写诗，甚至九江的山水壮阔，以及校园
里的桂子飘香，都能“咏”上心头，成为黄
赞水笔下的一首好诗、好词。

黄赞水，字佩之，汉族，庐山市人，
九江市第三中学高级语文教师，古典诗
词爱好者，已退休。作品散见《中华古
韵》、《当代诗歌典藏》、《中国当代知名
诗人诗选》等刊物。曾荣获第二届中华
杯全国文学大赛一等奖、第三届诗词世
界杯中华诗词大赛一等奖、国学杯华人
文学大赛二等奖等。2015年7月，出版
专集《佩之诗文》。现为庐山市五柳诗
社社员，九江市诗词联学会、江西省诗
词学会、中华诗词学会及中国楹联学会
会员。

简 介

返乡人员上网、逛街就能找工作

欧阳倩 本报记者 杨 军

街头过年气息浓
本报记者 杨 军 文/摄

务工人踏上回家旅程。（刘家/摄）

时代改变了城
市的生活方式，时光
改变了我们，却从未
改变向上的初心。
为充分展现城市的
新面貌、新气象，本
刊特开展“新春走基
层”采访活动，选派
记者走到基层、走向
群众，带回更多沾泥
土、带露珠、冒热气
的报道，用鲜活的新
闻记录下那些或温
暖、或感动、或奋进
的美丽瞬间。

新新
春春
走走
基基
层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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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气氛的年货市场。

年关渐至，困难户家中情况怎
么样？还有哪些困难要解决？2月
7日至2月8日，九江日报社33名
帮扶干部先后驱车前往都昌和合
乡滨湖村，深入到各自结对帮扶的
68户贫困户家中，详细询问家中情
况，并送上水果、油等春节慰问
品。自2017年年初九江日报社深
入开展精准扶贫工作以来，这已经
是帮扶干部第五次登门慰问贫困
户。

在小年之际，把温暖送至贫困
户。68户贫困户，做到户户登门慰
问，帮扶干部详细询问贫困户住房
安全、基本医疗保障、子女就学、产
业发展等情况。九江日报社党组

书记、社长杨鸿敏一行还与滨湖村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驻村干
部进行了交流，详细了解了该村的
村社道路建设、水利设施建设、人
居环境改善、公共服务设施等情
况，并就下一步精准扶贫工作进行
了交流。获悉滨湖村困难户很多，
8日，在九江日报社帮扶干部的联
络下，民建九江市委会委员、市工
商联常委、江西坤泰农产品贸易公
司董事长廖为佐携公司总经理崔
德兴和员工也来到滨湖村，和九江
日报社帮扶干部联合开展了走访
慰问困难户活动，将饱含心意的
5000元慰问金送至贫困户手里。

“现在，该落实的政策基本上

都落实了。真心感谢政府的帮助
和关心，感谢驻村第一书记和帮扶
我们的领导干部，让我们好暖心。
我们自己也会积极努力，尽快过上
好日子。”滨湖村树峦村小组贫困
户詹小平感慨地对记者说。

据介绍，九江日报社于 2017
年初和滨湖村开展结对帮扶。
一年来，九江日报社下足“绣花”
功夫，积极开展真心为民、真情
帮扶活动，通过走访座谈等多种
形式，了解社情民意，制定帮扶
计划、帮扶措施，深入扎实开展
精准扶贫。通过多方筹措，已为
滨湖村筹集近 20万帮扶资金和
慰问物资。

温暖送给贫困户

九江火车站新增6趟始发列车

本报记者 江 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