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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雾霾的天气越
需要穿越雾霾的勇气，越
是艰难的日子越要加快
前进的步伐。

2019,努力奔跑，潜
心追梦。

——江 慧

风雨面前，我们永不
止步;困难面前，我们更
加强大;成绩面前，我们
更加坦然——因为我们
历练得更加成熟果敢，所
以对未来的道路更加从
容坚定。

2019，以全新的面
貌与您共谱芳华!

——张加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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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推荐

资讯

■ 本报记者 周慧超

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发现，
九江在抖音火了！打开抖音放眼
望去全是九江美景。而抖音这款
APP也着实让九江的一些景点成了
网红，其中有老牌景点庐山、庐山
西海等，也有新晋网红打卡地“花
千谷”、“鄱湖花海”等。下面就跟
着长江周刊记者一起看看九江现
在哪些地标成了网红。

作为江西的旅游品牌，庐山早就
是闻名天下的经典旅游景点。今年
一入冬，随着庐山初雪刚下，抖音上
齐刷刷地出现了庐山雪景，云中缆车
空中观雪，滑雪场雪国奇景，山川和
雪景融为一体，有汉服小姐姐专门上
山拍照。庐山交通索道更是出现人
群滞留，一票难求。

而位于永修县境内的永吴公
路则算是这几年九江的“中生代”

网红，2016年《光明日报》还专门刊
发了这条像极了动画《千与千寻》
里面水上公路的美景。这条路是
吴城镇通往外界的唯一陆路，这条
大湖池公路，有 5.05公里，途经著
名的候鸟保护区。如果没有这条
公路，在丰水期，吴城镇是一个四
面环水的孤岛，平常出行靠摆渡；
只有到枯水期，汽车才能穿过干涸
的湖底公路直达古镇。而每年这
个时候，大湖池水落滩出，形成了
广袤的湿地草洲，也给候鸟提供了
良好越冬环境。

每年秋天，受枯水期影响，鄱阳
湖畔水位下降，湖底连片裸露的蓼子
花竞相开放。以往都是九江的“私人
后花园”，只临近的人才会到这里游
玩，但是自2018年10月开始，一打开
抖音，就能刷到鄱阳湖花海的美景。

一到周末，朋友圈也被花海占领，蓼
子花像绸缎一样铺陈在湖滩上，美景
也吸引了大量游客。今年，都昌高速
收费所也响应江西高速集团“沿着江
西高速去旅游”线路推广，对都昌县
多宝乡马影湖“蓼子花海”进行路线
和景点收集。

抖音是个APP，它带给我们快乐
的同时，也将九江推荐给了外界。
2018年12月21日，“魅力浔阳城、文
化庾亮路”抖音作品大赛启动仪式暨
新闻发布会举行，活动希望以抖音为
平台充分体现庾亮南路历史文化名
城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
展示庾亮南路建设时期日新月异的
变化。庾亮南路地处老城区繁华市
中心，古色古香、闹市怀幽，历史文
化与现代气息交相辉映。本次大
赛无年龄限制，全民皆可参与，借

助比赛呈现反映“庾亮南路历史文
化街区”主题、正能量的视频。作
品创作的表现形式不限，允许不同
风格和样式，参赛者需在抖音上标
注地点“庾亮南路历史文化街区”
以及带上话题“#庾亮南路”，比赛
排名最终将由点赞数决定。大赛
期待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的热潮
中营造一个全民知晓、全民支持、
全民参与的浓厚氛围，同时将短视
频对生活的影响和改变融合到改
革开放四十周年来浔阳社会发展
的点滴之中，为广大民众更好地体
味生活乐趣，感受浔阳魅力，开启
新媒体更为广阔的通道。

看见没，这是我妈妈，厉害不！

作为伯纳黛特的女
儿我很荣幸！我的妈妈
很酷，她曾经得过麦克
阿瑟天才奖的建筑界新
星，虽然中间一度停止
了创作，但她仍被评为
最被崇拜的建筑师之
一，和弗兰克赖特、勒柯
布西耶等巨匠齐名，作
为女性被列入男性主导
的建筑设计名人。

停止创作期间仍
旧是酷酷的，戴着一副大墨镜，不与人过多往来，
沉迷于研究“家庭中公共与私人空间的矛盾”（但
她会和我聊音乐，会来看我的演出，会和我一起讨
论一些瞒着爸爸的事情）。

一场奇妙的南极之旅之后，妈妈又重新拾起
了她的创作热情，我这位重新燃起生命力的天才
的酷妈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我们一起期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伯纳黛特，你要去哪》
玛利亚·森普尔
磨铁图书/中国友谊出版社
本书九江市新华书店有售！

2018年12月27日至28日上午，九江市检察官协
会与九江市律师协会联合举办的“求振杯”九江市第
二届诉辩大赛在九江市中瀚商务中心举行。

时隔15年后，九江市检察官协会与九江市律
师协会重启诉辩大赛，本次大赛为期一天半，双方
各选派 10 名选手参赛，大赛分为个人赛和团体
赛。比赛首日进行一对一的个人赛，由10名律师
分别对战10名检察官；次日上午进行三对三的团
体赛，检律双方各自将每三名选手组成一队，各选
派三支队伍，采用三对三团体对抗模式比赛。

赛场上，控辩双方的辩手们围绕辩题展开了
激烈的辩论，唇枪舌剑、攻防应变，充分展现了公
诉人与律师良好的专业素质和临场应变能力，博
得了现场观众一阵阵掌声。

大赛评委分别对不同阶段的比赛进行了点
评，本次诉辩大赛有创新，有靓点，特别是团体赛
中引入举证、质证环节，尽可能与真实庭审相接
近，适应当前以庭审为中心的刑事审判制度改革
需求；控辩双方均能旗帜鲜明地阐述观点，紧密围
绕着争议焦点展开辩论，较好地展示了辩手们良
好的法律专业功底和法庭辩论技巧。

大赛分别授予10名检察官与10名律师“九江
市优秀公诉人”和“九江市优秀辩护人”荣誉称号，并
根据选手们在个人赛和团体赛的得分情况，分别授
予双方前六名选手为九江市第二届诉辩大赛最佳
论辩一、二、三等奖。最佳论辩一等奖由来自浔阳
区检察院的杨骐铭和惟民律师事务所的张杨斩获。

此次诉辩大赛得到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九
江市检察院检察长、市检察官协会会长熊少健、九
江市律师协会会长杨西表示，本次大赛有效锻炼了
检律队伍，达到了切磋交流、相互学习、争创佳绩、共
同进步的目的，诉辩大赛今后将持续举办下去。

（记者 周慧超）

“求振杯”九江市第二届诉辩大赛举行

无论多少繁华热闹，
一桌一椅，一句一逗，是我
们的日常。愿每一期《长
江周刊》和你相见时，阳光
和墨香一起，芬芳着你的
梦想。

——罗文霞

旧日温情，化作新年
心中所有的来日可期。
过往念念，变成人生路上
所有的如约而至。

新的一年，愿贤良方
正，自在无畏，不负时光。
愿衣襟带花，岁月风平，深
情不负。春去秋往终有回
甘，万般熙攘化清风朗月。

——周慧超

文字记录心情，油墨
印记生活，以纸媒之厚
重，抒文学情怀，创精神
家园，存留社会、人生前
行的足迹……

——陈修平

2018 悄 悄 走 过，
2019 开始在我们的旅
途，希望新的一年里到处
都是快乐的味道，脸上都
是幸福的微笑，周刊越来
越好。

——曹纬程

捕捉小温暖，呈现
大格局，2019我们和九
江文学一起，心怀梦想，
砥砺前行。

——丁伯刚

2019 年 1月 1日，
我荣幸地成为《长江周
刊》的一名新兵。新的一
年，特别真诚地希望——
与您一起，聆听花开的声
音，阅读时针的痕迹。与
您一起，触摸潮流，注视
文明，感受世界……

——刘丽明

抖音带火了九江哪些网红景点抖音带火了九江哪些网红景点？？

改变改变，，只为遇见更美好的未来只为遇见更美好的未来
伴随着雪花飞舞，2018，成为历史；2019，飘然而至。新年第一期《长江周刊》又和您见面了。
新与旧总是相伴相行，变与不变总是相依相存。是的，我们改版了。
作为九江日报的周末刊，我们一直认为，阅读本身不只是单纯的获得信息，更是一种精神享受。纸质阅读时的

慢与精细，冥想与反思，能带人以思想上的提升，这是一份专属于纸媒的文化体验。所以，我们一直格外珍惜，我们
一直加倍努力。

改版后的《长江周刊》加重了文化的份量，一版“聚焦”，重点关注本土文化领域深度新闻；二版调整为“白鹿
洞”，重点关注九江历史人文风情，设置了“国宝档案”、“钩沉”、“风土”、“拾遗”等文史类栏目；三版“花径”，继续为
赣北地区文学爱好者提供一方净土；四版“综艺”，关注九江时尚娱乐、文化活动，推出书画鉴赏系列作品。每个月
末，继续办好《长江文学》，这是九江市唯一一份公开出版发行的纯文学报刊，也是江西省首家报纸文学月末版。

有梦想就有目标，有希冀才会奋斗。无论传媒格局怎样变化，《长江周刊》始终致力于为读者“烹饪”丰盛的
精神大餐。我们的期望是，当您打开《长江周刊》，慢慢品味时，总会有一两句话，让您瞬间灵台清明。

让我们一起期待，遇见更美好的未来！
——本报编辑部

市六中获“江西省家校合作试点学校”

近日，九江市六中获评“江西省家校合作试点
学校”，这是对市六中多年来坚持家访、构建长期
家校合作发展模式的充分肯定。

自2010年起，九江市六中启动“百名教师进千
家”的家访月活动，至今已经是第九年。共访问学
生家庭6000多户，参与教师2362人次，真正做到了
全员参与、全面覆盖，把大爱的春风和教育的清泉，
送进了每一个学生心田，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市六中把家访看作是家校合作的最好方式，是比课
堂更重要的现实课堂。通过这个课堂，家长、老师、
学生三位一体，敞开心扉，与心相约，掌握教育第一
手资料。每一次家访月都有主题，有工作安排和部
署，从校长到班主任到科任老师全员参与，活动后
进行总结会，存留了大量的一手资料。

（余惠慧）

根据工作需要，九江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委
托九江市人才市场面向社会公开招聘聘用制
辅警，现将有关事项公布如下：

一、招聘计划及岗位
招聘计划20名男性辅警。
主要是协助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从事道路

交通管理工作。
二、招聘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在九江市区

有固定住所。
2、身体健康，品行端正，遵守国家法律法

规。
3、吃苦耐劳，热爱辅警工作，有一定的事

业心。
4、退伍军人要求高中及以上学历，其他人

员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

5、年龄在20周岁（含）以上（1998年12
月31日以前出生），35周岁（含）以下（1983
年12月31日以后出生）。

6、身高1.65米及以上。
三、招聘程序及办法
招聘程序按网上报名、笔试、资格审查、面

试、体能测试、体检、考察（政审）、聘用等程序
进行。

1、报名时间及方式：2018年12月30日
9:00至2019年1月20日24:00在九江人才
网（网址：www.jjtl.com.cn）上报名及缴费，缴
费时间延期到1月21日24:00止。

2、笔试准考证打印：2019年1月25日9：
00至1月27日09：30在九江人才网上打印
《笔试准考证》。未在规定的时间内打印准考
证者视为自动放弃，不得参加考试。

3、笔试时间：2019年 1月27日上午9:
30-11:00《综合基础知识》闭卷笔试，笔试地
点详见《笔试准考证》。

4、资格审查时间：2019年1月29日9:
00。

5、2019年2月14日9:00~2月16日8:
00在九江人才网上打印《面试准考证》并缴纳
面试费50元。

6、面试时间2019年2月16日。
7、体能测试时间：2019年2月20日。
8、体检时间：2019年2月26日。
四、福利待遇
试用期工资2500元(含个人缴纳社会保

险费用)，正式聘用后工资组成：基本工资+绩
效工资=2800元（含个人缴纳社会保险费用）；
根据工作需要提供制式服装；提供早、中工作
餐；享受社会保险待遇。

具体情况由九江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负责
解释。

九江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公开招聘聘用制辅警

详细信息请登录九江人才网（www.jjtl.com.cn） 联系电话：8576818

致 读 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