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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31 日，由九江市委宣传部牵头组
织，由江西日报、九江日报等10余家省市级
媒体组成的采访团，集中采访九江市国土资
源局关于开展“矿政管理规范年”、“执法监
察提效年”等活动的成效。

2017年，是九江市国土资源局争夺工
作主动权的一年。这一年，九江市国土局在
市委、市政府和省国土资源厅的正确领导
下，在各县（市、区）和市直部门的大力支持
下，切实履行“服务发展、保护资源、维护权
利”三大职责，围绕保国土资源、保生态环
境、保发展用地、保干部安全“四保”的工作
目标，以开展执法监察提效年、矿政管理规
范年、造地提速年、作风建设提升年“四个
年”活动为抓手，发扬铁牛耕山的精神，举全
局之力、聚众人之智，深化改革创新，超前谋
划实干，团结拼搏进取，全市国土资源管理
工作实现了历史性的新跨越，取得了矿山整
治力度和维护权益力度前所未有等十二个

“前有未有”的新成效。
当天上午，采访团的第一站来到了瑞昌

市矿山视频监控中心。为贯彻落实《九江市
全面整治矿产资源开发秩序方案》文件精
神，配合九江市国土资源局党组开展好“矿
务管理规范年”“执法监察提效年”两项活
动，瑞昌市率先在全省投入450余万元打造
矿山视频监控平台，落实人员实行 24小时
值班制。

在瑞昌市矿山视频监控中心，长江周刊
记者看到一台显示屏被分割成 16个小块，
每一块都能清晰地看到矿山整体概貌，而如
果想要单独了解一家矿山的实时开采情况，
工作人员只需进入素材库，调入该矿山的大
视频，就能随着鼠标的移动，而观察到 360
度范围内的矿山。

“大到矿山的开采范围，小到矿山的铁
栅栏，都能看的非常清晰。”瑞昌市地矿局矿
管办主任徐勋龙告诉长江周刊记者，2017
年，瑞昌市投入了 22万元在矿山建立了永
久性采矿权标识牌，投入了200余万元对铁
丝围栏进行了升级改造，并埋设了矿山底板
标识。即便如此，依然很难对违法开采进行
有效地遏制。但是矿山视频监控平台的打
造，开始改变矿山监管难的局面。“通过视频
监控平台，结合炸药管控以及微信举报平台
等，精准打击了违法采矿行为，强有力的扼
制了违法违规开采行为，真正实现了矿山开
采心中有数，群众监督心中有数，部门监管
心中有数，大大促进了矿山的可持续发展。”

随后，采访团还前往龙腾矿业、金鑫碎
石场等实地了解矿山整治、执法监察和矿山
地质环境恢复治理等情况。几大矿山的复
绿情况良好，获得了采访团的一致认可。和
以往不同，如今的矿山早已变被动管理为主
动治理，矿山整治力度更是前所未有，彻底
实现了由“乱”到“治”的转变。2017年，九

江市确定了“绿色生态、科学开发、全面治
理、依法严管、安全有序”的总体要求，以“矿
政管理规范年”为抓手，严控矿权设置和开
采延期，全面创新矿山开采管理方式，推行
动态检测定量、合同约定定时、铁丝围网定
界、现场开采定工艺“四定”管理和视频在线
监管，推进矿山“缩点、减量、限期、复绿”。
据了解，全市 581家有证矿山，已注销采矿
权 183家，占矿山总数的 30%，完成自定缩
点任务的 122%；砖厂共注销、关停 212家，
由 386家缩到了 174家；全市市级未新设 1
个采矿权，县级仅新立矿权6个。生态环境
保护得到了加强，全市全面启动了矿山地质
环境恢复治理，恢复治理面积1605亩，投入
资金2500万元。

当天，采访团还前往到九江市不动产
登记中心采访、参观。服务窗口井然有序，
工作人员微笑服务耐心亲和，成为政务服
务上的一道亮丽风景线。2017年，九江市
在全省率先实现不动产登记、房屋交易、缴
纳税费等相关业务“一窗受理、并联审核、
限时办结”，转移登记和抵押登记办结时间
分别压缩了 5 天、3 天。与上一年同期相
比，颁发不动产权证书量增长了 130%。南
昌市及铜陵、安庆、桂林等省内外兄弟单位
相继到该中心参观学习，该中心已被省国
土厅作为“全国百佳示范窗口”推荐到了国
土部。

2017年 12月 19日早上，
柴桑区的一位居民，“神情恍
惚”地掉进了八里湖新区的一
个泥塘。120接群众报警，将
居民送至九江市第三人民医
院急诊科。该居民掉进的是
一个烂泥塘，加上有一段时间
的浸泡，送到急诊科时，全身

是泥，浑身恶臭。
急诊科医生李璇、梅键，

护士朱亚婕、张仙枝，迅速对
昏迷状态的患者进行救治，探
查生命体征、清理呼吸道、输
氧补液。医务人员用热水为
他做全身擦洗，用棉签清洁他
的眼睛、耳朵、鼻腔、口腔，将

空调的温度调到极高，盖上最
厚的棉被保暖。患者苏醒后，
又电话联系家属。

救治持续了 3个多小时，
也许是精神过于紧张，也许是

“恶臭”的印象太过深刻，抢救
结束后，护士“哗”的一下，胃
里的东西全吐了出来。

年关将近，大街小巷年味儿越来越浓。2月7日，九江市
新生代企业家商会的会员们前往市社会福利院走访慰问，
为“三无”老人们送去新年礼物及真挚的问候。

记者在现场看见，新生代商会送来的慰问品有小太阳
10台、洗衣机2台、微波炉4台、小茶饼4箱、砂糖橘60斤，由
李平球、陈彭松、李鸿生、李治承、梁胜军、闫垒、杜亚丽共同
捐赠。除此之外，新生代商会的会员们对此次活动的热情
极高，会员代大勇捐赠棉衣79件、陈节栋捐赠毛线帽79件，
何平生捐赠苹果10箱。

市社会福利院李青院长表示，“非常感谢年轻有为的青
年企业家们所奉献的大爱。这些捐赠绝对会全部用于这79
名三无老人。绝对不会像网络上流传的那样，把三无老人
的福利占为己有。”

走访慰问中，新生代商会的会员们与老人们交谈甚欢。今
年90多岁的车婆婆说：“真的非常感谢大家来看望我们这些三
无老人。”李平球告诉记者：“尊老、敬老、爱老、助老是中华民族
的传统美德，同时也是我们青年企业家义不容辞的义务。我们
青年企业家要起到模范带头作用，让社会更多人参与到尊老、

敬老、爱老、助老的队伍当中。”（张婷芳 记者 杨军）

本报记者 杨军

“危难之处显身手”，九江市第三人民医院的公益性质从来没有改变，医务人员救死扶伤的精
神从来都是坚定不移。这些用手机拍摄记录的第一视角，虽然不清晰，但最为真实。凛冽寒冬之
中，这份最温暖的记录，是慰藉人们心灵最好的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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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市第三人民医院暖图背后有故事九江市第三人民医院暖图背后有故事————

那些慰藉心灵的第一视角那些慰藉心灵的第一视角

手术室里，一个患儿躺在
病床上，一只手搂着护士的脖
子，护士身穿手术衣，俯下身
子，双手抱着小孩，脸贴着孩
子的脸。

2017年 2月 6日，这张画
面温馨的照片在微博、微信朋
友圈里被大量转发、点赞，有

网友动情地说：“暖哭了！‘假
妈妈’的怀抱同样是那么温
暖！”

照片中的“护士妈妈”名
叫王晶，是九江市第三人民医
院手术室的一名护士。当时
这个 3 岁的患儿刚做完全麻
的疝气手术，迷迷糊糊喊着要

妈妈抱抱。由于家属不能进
手术室，看到这种情况，她很
心疼，于是就轻轻抱住了孩
子。可能是孩子真的把她当
成了妈妈，慢慢安静下来，没
有再哭闹。就这样，王晶一直
抱着孩子，大约有 20 分钟左
右。

最美的拥抱“天使妈妈”感动万千网友

九江3岁患儿手术后哭闹，“护士妈妈”温柔一抱，暖哭网友。

手动控速 小天使手举120分钟

规范服务行为和礼仪，是医务人员的基本素质要求。但紧急情况
发生时，特殊治疗需要时，一切的“失态”都那么庄严，那么可爱。

2017年 5月 6日，都昌县
一村民被搅拌机挤压，转诊至
九江市第三人民医院。直接
送入重症 ICU，最后诊断为创
伤性失血性休克、多器官功能

障碍综合症、急性肾衰竭、骨
盆粉碎性骨折、左股骨开放性
粉碎性骨折。

患者生命体征极不稳定，
持续无尿，血压、血氧饱和度

测不出，生命危在旦夕。为了
人为控制输血速度的快慢，重
症 ICU护士长夏慧华，踩在凳
子上，双手高举血浆袋，这一
举，前后持续120分钟。

路人受伤 天使张开正义羽翼

医务人员的职场，在医院内，也在医院外。百姓在任何时候
需要健康服务，医务人员立即作出回应，这已经成为一种本能。

2017年 7月 9日下午，下
了中班的九江市第三人民医
院规培医师陈国胜，骑车途
经十里转盘加油站，瞧见一
堆人在围观。职业的敏感，
让陈国胜近前察看，果然是
一起电动车相撞的车祸。

只见地上一滩血，一个
年轻人正用餐厅纸给躺在地
上的伤者擦拭鲜血。“体位不
对，止血材料不对”，陈国胜
立即到加油站商店买了大毛
巾，将伤者慢慢托起坐立，用
毛巾用专业的方法包扎头

部。
伤者送到医院，头部检

查出 7 公分的伤口。医院急
诊医生说：“伤者是一个 60多
岁的老者，意识模糊，如果院
前没能有效止血，抢救难度
很大。”

没有脏累怕 天使永远守护患者

谈起医务人员，脑海里闪现的是“听诊”、“手术”、“看显微
镜”的画面，专家优雅专注的气质让这画面更显“高大上”。而现
实中，“脏”、“累”、“怕”时刻与医务人员相伴。

春节临近，为了让辖区
的困难家庭度过一个快乐、
祥和的新年，2月5日上午，浔
阳区人民路街道琥珀山社区
党支部和九江市三中校长张
成卓走访社区低保困难家庭
和残疾人家庭，为他们送去
了米、油等生活用品及慰问
金。走访慰问中，张成卓和
社区干部详细询问了困难群
众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

并嘱咐他们要好好保重身体，有困难及时向社区反映。通
过春节前的走访慰问，帮助贫困家庭温暖过冬，幸福过年，
让困难人员家庭感受到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爱，更加坚定
信心，对未来的日子充满希望。（记者 杨军）

一曲曲道德赞歌，一篇篇志愿礼赞，2月 1日晚，第五
届江西省道德模范和第二届江西省优秀志愿服务先进典
型颁奖仪式在江西广播电视台演播大厅隆重举行。省委
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赵力平，副省长吴忠琼等出席并为
道德模范颁发礼遇卡。仪式上，浔阳义工联合会会长安丽
荣获第二届江西省优秀志愿者称号，九江市浔阳义工联合
会“黄手环”让爱回家项目荣获江西省优秀项目荣誉称号。

江西省优秀志愿服务先进典型包括优秀志愿者和优
秀志愿服务组织，由省文明委安排每两年一届组织评选.通
过层层推荐和筛选，安丽等30位同志从全省442万志愿者
中脱颖而出。

被人亲切称为“安姐”的安丽，生于内蒙古，生活在九
江，有着草原般宽阔的胸怀，也有着江南水一样的柔情。
从2006年至今11个年头，4000多个日日夜夜，1000多场公
益活动，200多万公益里程，在义工的道路上，她倾尽所有
热情，倾注所有力量，用心呵护生命的光芒，用爱点亮生活
的希望，为浔城送上自己最强大的光亮和最贴心的温暖。

仅2017年度就先后荣获江西省“三八”红旗手、江西省
优秀“巾帼志愿者”、民建九江市委会“优秀会员”等荣誉称
号。去年11月底，浔阳义工联通过中国人口基金会申请到了
500个第三代“黄手环”，该手环上有二维码，扫描二维码可获
知家属信息。一旦遇到老人走失，通过该黄手环可很快与家属
联系上。社区居民如有需要，可到浔阳义工联办公室（浔阳区

志愿者之家）登记领取。（记者 周慧超）

新生代商会关爱三无老人

做公益的“安姐”获省里表彰

琥珀山社区走访困难家庭

担当实干 奋勇争先

王定华 熊昱康 本报记者 吴凤思

为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让人民群众共享文
化发展成果,着力营造春节喜庆祥和的社会文化氛围, 江
西省文联、江西省书协开展“书法家送万福进万家”写春联
公益活动。2月 7日上午，雷轼生、曹端阳、胡友根、祝越、
熊玲琴、徐隆凤、杨红军、方乐新等书法家，来到柴桑区岷
山乡政府现场挥毫，将“新鲜出炉”的春联送到广大群众手
中，将新春祝福送到大家的心中。

寒冷的天气挡不住大家的热情，仅仅一个上午，就送
出了300多对春联。岷山乡党群服务中心大楼门前也是一
片“火红”，地上、桌上、大家的手上都“晒”着刚写好的对
联，每一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开心的笑容，浓浓的年味儿“扑
面而来”。（岷山宣）

柴桑区岷山乡火红春联送乡亲

59年，是一种生活；59年，更
是一段人生。近日，九江市学州
桥小学 59 级六（2）班的 18 名同
学，超越半个多世纪，再聚首。
他们的两鬓深藏着岁月的痕迹，
但精神烁烁。他们唱起童年的
歌，述说着那些年芳华犹在的日

子。鲜艳的红领巾在他们的胸前飘扬，成为浔城一道令人
钦羡的风景线。（记者 吴凤思）

同窗老友时隔59年再聚首

——市国土局打响一场漂亮的翻身仗

2月5日至10日，九江农商银行为答谢新老客户，开展
了“迎新春·福万家”感恩客户送春联活动，特邀“鄱湖三
友”（吴德胜、黄阿六、曹端阳)等书法名家于该行东门支行、
开发区支行、庐山区支行、柴桑支行、莲花支行、浔阳支行
营业厅书写对联，免费赠送给客户，吸引了众多市民。

相比印刷品，手写的对联年味更浓厚一些。虽然天气
寒冷，但前来办理业务的市民热情高涨，所书写的春联除
了辞旧迎新为主题之外，还添加了定制款春联，不仅洋溢
着浓浓的传统文化，同时也送上了暖暖的祝福。九江农商
银行工作人员还为等候领取春联的市民赠送热茶，并递送
宣传折页，展示农商行最新的贵金属、理财、网络金融等产
品，不仅带去新春的祝福，也给他们提供更优质、更细致的
金融服务。前来领春联的张大姐说“免费赠送春联这个活
动好啊，它既传承了传统文化，又营造了过年的节日气氛，
书法家的字配上这定制款的内容，今年我家要贴上这样一
副与众不同的春联！”（高亮 记者 吴凤思）

九江农商银行手书对联赠市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