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扎根基层奋斗六年
小村庄变成省级生态村
村道上满是建筑垃圾，这里一堆沙，那里

横着砖，村前池塘上漂浮着各种生活垃圾，村
部门前杂草长得齐了腰。这是2012年9月，李
洪亮刚到九江市柴桑区新合镇涌塘村当村官
时看到的景象。

“那时候刚大学毕业，心中满是热血，但看
到这样的景象时，自己心里还是有挺大落差
的，也有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来，我越想越
明白，我本就是要来支援建设的，于是下定决
心，要么不干，要么就好好干。”从下定决心的
那天起，这一干就是6年过去了。

面对千头万绪、纷繁复杂的乡村工作，李
洪亮首先想到的是要让老百姓住得安心，于是
李洪亮就先后实施了三项“安居”工程。

六年里，通过村道“畅通”工程、村居“环
保”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三大工程，涌塘村也
发生了大变化，从一个杂、乱、脏的移民村变成
了省级生态村、市级党建示范村。李洪亮也从
一名村官干成了村主任，并全票当选了村支书
兼村主任。

带领村干部挖土沟
破解灌溉历史遗留问题
涌塘村水稻种植历史悠久，但是1998年移

民建镇时将老干渠进行了改道，改道后的老干
渠起不到灌溉的作用。天旱时老百姓们只能
一桶一桶地挑水或花资金远地抽水，费时费力
费钱，为此百姓都怨声载道。但因为中干渠的
修复需要大量人力物力，村里实在难以负担，
所以这个问题一搁就是十几年。

得知相关历史原因后，李洪亮下定决心，
一定要为百姓解决这个问题。于是，他经常和
区里联系，争取资金，终于在 2015年争取到资
金支持。资金解决了，还有一个大麻烦，那就
是挖渠取地问题，可谁又愿意在自己的地上挖
沟呢？

为争取百姓支持，除了先期做好动员工作
外，李洪亮和村干部们想了一个办法，那就是
先自己挖条沟打好基础，万一遇上阻力也能及
时化解矛盾。这样李洪亮带领村委先自己动
手挖了一条土沟，遇上村民有不同意的，就一
个一个去做工作，劳心劳力终于挖完了这 860
米的灌溉沟。然后，村委将争取到的20多万元
投入到沟渠的修建和水泥固化，由于先期沟已
成形，后期修建就顺利很多，这个困扰当地村
民多年的问题终于解决了。

站在地头，看着村干部一锄一锄挖出的灌
溉沟里的水哗啦哗啦地涌向每家每户的农田，
李洪亮的汗水全部化为了喜悦。

发展虾稻共作产业
绿色经济让村民受益
村集体经济急需发展，村建要花钱，发展

产业需要投资，但这些不能完全依靠“等和
要”，机智的李洪亮因地制宜开始运用年轻人
独特的视角来发展产业经济。

涌塘村地理位置较偏，物质资源相对缺
乏，但这里的村民却有着丰富的水稻种植经
验，以及大面积规模化种植基础，而且该村紧
靠城门湖，水资源丰富，于是村里 2016年底开
始实施“虾稻共作”，套种套养，做到一田双收，
2017年市场反响很好，田地出租户一亩租金由
200提升到400左右，而大户养殖的经济收入也
由500元左右提升到2000元左右。

田内养殖的清水龙虾获得了市场的极大
欢迎，夏天时节，来自南昌、湖北的商家早晨 4
时左右就早早等在了收购场，高峰时龙虾可卖
到30多元一斤。作为股份参与者，这给村里也
带来了不少经济收益。

目前，已有500亩实施“虾稻共作”，李洪亮
计划着还要加大规模，扩大到1000亩左右。而
且他们还想借鉴湖北的成功经验，准备尝试虾
稻、虾鱼、虾鳖混养，继续提高经济收益。提及
以后的发展，李洪亮想在村民增收的基础上壮
大村集体经济，凭借省级生态村的优势，大力
发展有机特色大米，大力发展虾香稻，也想去
沿海发达地区去看看他们是怎么发展的。

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了，大家都问李洪亮有
什么想法，他的回答很简单，“没什么想法，就
是想继续做好工作，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将
自己的想法、农村的需要、家乡的建设带到会
上，为建设美丽的家乡尽上自己的一份力量。”

在这位平凡的大学生村官身上，无数人看
到了他奋发图强的精神。村民纷纷表示，希望
能有更多像李洪亮一样的年轻人投入到新农
村建设中，让村民过上更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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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长江周刊记者从市商管办获悉，
2018年春节黄金周，全市消费市场红火、年味
浓郁，智能家电数码、金银首饰等商品消费持
续火爆，亲友聚餐、休闲旅游、文体娱乐等服
务消费亮点纷呈，网购年货、App订餐等线上
线下消费加快融合。春节消费越来越注重品
质、崇尚健康、追求时尚、彰显个性，较往年不
同的是，定制出游、拼车返乡等个性化共享型
消费受到热捧。据我市 17 家重点商贸流通
企业的监测数据显示，节日期间，全市零售和
餐饮企业实现销售额 22805.78 万元，同比增
长39.73%。

商品消费提质升级
春节期间，传统年货、绿色食品、冬季服

装、金银首饰、节能家电、智能手机等商品热
销。节日消费和走亲访友少不了名烟、名酒
和保健品，尤其是金圣烟、中华烟、四特、五粮
液等高档名烟名酒节日期间销量上涨明显，
烟酒类实现销售额 558.5 万元，同比增长
43.9%。服装鞋帽市场现销售热潮，服装类销
售额 3293.3万元，同比增长 2倍多；鞋帽类销
售额 277.4万元，同比增长 1倍多。石油及其
制 品 销 售 额 11291.5 万 元 ，同 比 增 长
18.88%。此外，高峰婚庆带动了黄金、珠宝、

首饰等销售，保健品、休闲食品和土特产品等
礼盒也备受消费者青睐。狗元素金银首饰备
受追捧，黄金首饰销售额大幅上涨，同比增长
2成以上。

餐饮消费红红火火
节前，各大餐饮企业推出了不同档次、不

同品味的餐饮品种和经济实惠的新春家宴，
满足不同层次消费者的就餐需求，并且增加
了具有“年”文化寓意的特色菜和主题年夜
饭，出现了一包难求、预订一空的火爆场面。
婚宴仍然是春节期间的主流，许多新人扎堆
举行婚礼，大部分饭店、酒店婚宴在节前已经
抢订一空。据企业上报数据显示，重点监测
的远洲酒店、建国酒店、信华酒店、渔家大院、
盛世川王、麦当劳等 6家餐饮企业七天餐饮
营业额达332.01万元，同比增长14.36%。

文娱休闲年味浓厚
虽然春节期间时有阴雨，难挡市民出游

热情，文化休闲消费成重头戏。春节档历来
是电影市场的“黄金档”，影视大片《捉妖记
2》、《红海行动》、《唐人街探案 2》、《狄仁杰之
四大天王》、《熊出没·变形记》等贺岁片票房
创新高。据了解，春节期间我市各场次电影

上座率均在 90%以上。此外，海会镇、牯岭
镇、吴山镇等特色小镇人头攒动，成为消费者
休闲娱乐的好去处。节日期间，三大特色小
镇共接待游客 20余万人次。东林大佛景区
每天进香朝拜，庐山西海景区开展“精彩绝伦
的花灯展”“五彩缤纷烟花盛会”等活动。特
色万达美食街各式风味小吃、土特产品人气
爆棚,增添了浓浓传统“年味儿”。温泉场所
车水马龙，以天沐、龙湾、西海温泉为代表的
沐浴业提档升级，主打温泉沐浴，春节期间每
天营业，日均客流量达千余人，人均消费达百
元。

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
春节期间，我市蔬菜批发市场加大蔬菜

调运和储备工作力度，蔬菜供应量明显增加，
但受天气和需求影响，蔬菜批发价格上涨
10.25%，尤其是根茎类、茄果类等蔬菜价格上
涨幅度较大；肉类和水果受需求增加影响，批
发价格分别环比上涨 4.72%和 6.78%；因春节
期间部分水产品供应商休市，水产品、鲜活海
鲜类产品价格比平时上涨 10%—15%左右；
水果市场供应充足，因季节原因，部分水果价
格有所上涨，总体价格较平稳；节日期间食
糖、食盐、粮油等生活必需品价格稳定。

九江春节市场年味浓

九江大学生村官亮相全国“两会”

柴桑区新合镇涌塘村支书李洪亮
踏实苦干带领村民奔小康——

本报记者 杨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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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凤思

2 月 23 日上午，伴随着喜庆的锣鼓
声，位于开发区某家居市场的广场上进行
着精彩的舞狮表演，只见狮子摇头摆尾,
上下舞动，表演很快就吸引了近百名市民
驻足观看。据了解，这场热闹的舞狮表演
是该家居市场举行的节后开业活动。“往
年初八，这里都会在广场上放上长长一串
鞭炮，既污染环境又噪音扰民，而今年的
舞狮表演看着很喜庆，还能让人感受到传
统文化艺术的魅力，这比放‘开门炮’有意
义多了。”围观的市民李大姐说。

因为“八、发”谐音，许多商家、店铺都
选择在正月初八开门，为了讨个好彩头，
往往大肆燃放烟花爆竹，除了污染环境之
外，也给环卫工人增加了许多工作量。今
年春节禁燃，不少商家都选择用别的方式
来“讨彩头”，除了舞狮等民俗表演，还有
人选择用鲜花来装点新年。春节期间，记
者看到不少沿街商铺都在店内外装点上
了绿植。

此外，不少居民家中也备上“年宵
花”，水仙、蝴蝶兰、小桔树等植物成了这

几天的“明星”。
随着九江中心城区全面“禁燃”令的发

布，浔城花卉市场走俏，许多市民朋友纷纷
光顾花卉市场，鲜花绿植迎来了空前的旺
销季。春节期间，记者在各大花卉门店看
到，店内缤纷绚丽，红的花，绿的叶，姹紫嫣
红，绿意盎然，前来选购鲜花的市民络绎不
绝，构成了一幅洋溢着浓浓喜庆气氛的迎
春图。不少商户还特意将自己的花卉妆点
修饰，有的系上了红艳艳的蝴蝶结，满眼喜
气，吸引了不少消费者的目光。

这个年这个年 静且净静且净
春节期间九江市区PM2.5减半

爆竹声声辞旧岁，燃
放鞭炮，是自古就有的一种年

俗。可今年春节是九江实行禁燃禁
放的首个春节，连绵不绝的爆竹声减少
了，空气质量变好了，城市也更加整洁了，
对于城区居民来说，今年的年味更加“清净”
了。家住花果园小区的毛惠珍深有感触：“以
前年三十晚上别想早睡，初一早上别想晚起，
震耳欲聋的鞭炮声，硝烟弥漫的火药味，让
人根本睡不着、睡不好。今年春节好了，
大家都不放鞭炮，空气清新，踏踏实实
地看电视过大年，精气神都更好
了。”

据统计，今年除夕至初六，九江市空
气质量良好以上天数 4 天，轻度污染 3
天，重度污染天数为零。市环境保护监
测站副站长李恒介绍说：“空气质量是明
显好转，我们取了两个时段的数据，一个
是除夕那天晚上 19 时到零时的数据，还
有一个是初七早上 5时到 9时的数据，这
两组数据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好转，除夕
那天 2018 年的数据比 2017 年同期下降
了 50%，初七的数据就下降了更多，比去
年同期下降了 70%以上。”李恒告诉记
者，烟花爆竹的燃放会产生大量二氧化
硫、二氧化氮和 PM2.5，这些物质对人体

健康影响较大。纵观今年整个春节假
期，我市并未出现重度污染天气，除了好
的气象条件之外，烟花爆竹禁燃禁放措
施的实施对空气质量的改善效果显著。

“今天天气这么好，空气清新，街道
干净，特意带父母来广场散散步。”市民
吴女士说，老父亲有哮喘，往年春节市内
燃放烟花爆竹，“硝烟”弥漫，根本不敢带
父母出门散步。

2 月 8 日上午，九江市春节期间烟花
爆竹禁限放工作部署会召开，会上通知，
九江各市、县（区）中心城区范围内全面
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其他地区实行分时

分地限制燃放。
作为“禁燃令”实施后迎来的第一个

春节，九江早部署、广宣传、严执法，与临
街门店商户住户签订《禁燃承诺书》，发
放《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倡议书》，严格管
控违规销售、燃放烟花爆竹行为。

“本以为今年的执法任务会特别艰
巨，没想到市民都十分支持我们的禁燃
工作，自觉做到了文明履约。”执法部门
工作人员介绍，为确保禁燃工作取得实
效，从 2 月 14 日起，出动城管执法宣传
车，安排专人从早上 8：30到凌晨 2：30不
间断巡查，严防死守。

禁燃成绩单 春节保心安

“往年春节，广场上和居民楼院、巷道，
燃放烟花爆竹产生的垃圾多得很，今年少
得多了。”2月17日下午，在烟水亭广场，清
洁工张凯培一边清扫着地面，一边对记者
说道。

十年前，张凯培就在湓浦社区当上了
清洁工。这些年来，张凯培一直负责清扫
值守区域内共 7幢居民楼院、巷道以及烟
水亭广场的卫生。每天清晨四五时便出门
开始清扫、保洁，然后将垃圾装入三轮车转

运到垃圾库。
说起今年春节，张凯培感慨，往年大年

三十回彭泽老家过年，吃过团圆饭就赶回
来，初一早晨起来就打扫卫生，要干大半天
时间，装两三车垃圾，而且多数是燃放烟花
爆竹产生的纸屑等垃圾。今年春节，燃放
烟花爆竹的市民很少了，广场和居民楼院
再不像往年到处是燃放烟花爆竹后的大量
纸屑等垃圾。”今年大年初一早上清扫的垃
圾，一车都没装满。”

“春节期间，社区环境比往年更加干净
卫生，这其中除了张师傅辛勤劳动、及时清
扫保洁外，燃放烟花爆竹的居民少了也是
一个重要原因。”2月 22日，节后上班的第
一天，湓浦社区工作人员介绍说，为防患于
未然，春节前，社区组织人员到各居民小
区，张贴有关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规定，向
群众宣传文明过节。“据了解，春节期间，社
区没接到一起因燃放烟花爆竹引起火灾等
险情的电话，群众的素质明显提高。”

新气象尽显 过个轻松年

禁燃有成效 不闻开门炮3

本报记者 周慧超

各项消费额再创新高

李洪亮
长期扎根基
层，皮肤黝
黑，但他一
对酒窝笑起
来非常具有
亲和力。在
常人看来，
大家很难将
这个阳光帅
气的小伙子

与印象中村支书的形象联系在一起，
可这个1989年出生的小伙子硬是凭
借自己的踏实苦干和大胆创新，当选
为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也是九江首个大学生村官当选全国
人大代表。

3月2日，李洪亮抵达首都北京，
并正在为即将开幕的全国“两会”做最
后的准备。李洪亮说：“这是我第一次
参加全国‘两会’，既激动又紧张，深知
责任重大。我会把自己认真思考的建
议带到‘两会’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