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上高县人民医院组织党员干部走上街头举办
急救知识公益培训，为广大市民现场演示心肺复苏、外
伤现场急救包扎等急救技能。 特约通讯员 陈旗海摄

5月7日，在乐安县第一中学，县红十字会和蓝天救
援队志愿者，正在给学生们讲解防溺水和安全自救知识。

特约通讯员 黄 煜摄

“救”在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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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江市民公园
智慧健身跑道正式亮相

本报南昌讯（记者钟珊珊 通讯员曲倩影）5月1日，赣江市民
公园智慧健身跑道项目（南昌大桥-摩天轮段）正式向市民开放，
吸引了众多健身爱好者前来打卡。

该智慧跑道总长约 800米，能自动记录运动者的步数、速度，
监测运动里程及消耗的卡路里，让健身锻炼变得更加智慧贴心。
同时，跑道安装了智慧屏幕、亮化系统、人脸识别、智能存取包柜
等智慧设备，让健身爱好者有更舒适便捷的体验。市民在赣江市
民公园健身、跑步可实现随时“刷脸”打卡、生成个人小视频，科技
感十足，让跑步变得更加有趣。

此外，为了方便喜爱夜跑的市民，智慧跑道两侧还安装了蓝
光反应地灯，市民们可以一边欣赏美丽的赣江夜景，一边通过互
动屏幕，随时掌握自己的健身数据。

一次偶然的机会，今年 64岁的吉安
市商务局退休干部余安翔，接触到安葬
在华北军区烈士陵园24位江西籍师团职
烈士的材料，从此他心里就多了一份牵
挂：要帮这些在外 70多年的英烈找到亲
人或家乡。

于是，他自掏腰包，踏上了为英烈寻
亲之路。在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一
年多来，他走访了江西以及省外多地，先
后为13位烈士找到了亲人或家乡。

一份沉甸甸的烈士名单
余安翔的父亲余勋光，1930年参加红

军，曾参加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先后任
广西军区南宁军分区副司令员、南昌军分
区司令员等职。2019年 10月，余安翔和
哥哥余安平等50余名革命后代参加“重走
父辈战斗路”活动，从广西南宁出发，途经
湖南、河北、黑龙江等地，沿途参观战斗遗
址，聆听父辈故事，感受初心使命。

当他们来到河北石家庄华北军区烈
士陵园祭扫时，陵园负责人得知余安翔
是江西人后，郑重地委托他办一件事：为
24位江西籍师团职烈士寻亲。

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建于 1951年，这
里安葬着包括白求恩大夫在内的 300多
位团职以上烈士，但有200多位烈士没有
其亲人和家乡的信息，其中江西籍烈士
24位。“希望你能帮忙找到他们的亲人或
家乡，以告慰烈士在天之灵！”陵园负责
人嘱托。

捧着陵园提供的烈士名单，余安翔
顿时感到肩头有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这些烈士既是我们父辈的战友，也是江

西人民的亲人，我有责任帮助他们魂归
故乡！”

回到吉安，余安翔就踏上了为烈士
寻亲之路。

一个个催人泪下的故事
今年清明节前夕，退役军人事务部公

布了100位烈士的信息，动员社会各界为
他们寻亲，其中一位烈士的信息引起了余
安翔的注意：“谢礼荣，1914年出生于吉
安县，原晋绥军区塞北军分区政治部组织
科科长。1944年 10月 23日在山西省偏
关县黄梅坪作战牺牲，时年 30岁。现安
葬于石家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

余安翔对比华北军区烈士陵园提
供的 24位烈士资料，发现一位名叫谢理
云的烈士，与谢礼荣的信息基本吻合。
但资料显示，谢理云是永丰县人，而谢
礼荣是吉安县人。他们到底是不是同
一人呢？

余安翔通过查询档案、查看家谱，走
访亲属等方式，在吉安市以及吉安县、永
丰县相关部门的帮助下，最终确定谢理
云就是谢礼荣。谢理云的籍贯之所以从
吉安县变成永丰县，是由于行政区划变
更所致。

在此之前，余安翔已多次成功帮助
烈士找到亲人或家乡。每一次寻找，都
有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

在瑞金查找刘福山烈士的信息时，
发现有两位刘福山。通过查询档案，发
现一位刘福山于 1930 年参加苏区政府
工作，1934 年牺牲；另一位刘福山于
1932年参加红军，北上后无音讯。再通

过对比其出生年月、亲属等信息，最终确
定后者就是安葬在华北军区烈士陵园的
刘福山。

“通过查找刘福山，带出另外一位刘
福山，是我们这次寻亲的一个意外收
获。两位刘福山，都为中国革命献出了
宝贵生命，他们的英勇事迹，都值得我们
永远铭记！”余安翔说。

为烈士找到亲人，既是对烈士的告
慰，也是对亲人的安慰。而对于姚典训
烈士的侄子来说，得知伯父是烈士，更有
一层特殊意义。

当年，姚典训上山砍柴时被国民党
反动派抓了壮丁，从此杳无音讯。“这些
年来，我们一直认为伯父参加了国民党
反动派军队，很少谈起他。”姚典训烈士
的侄子说。

而根据华北军区烈士陵园提供的资
料显示，姚典训1932年参加红军，后任原
晋绥军区塞北分区司令部二科科长，
1944年牺牲于偏关县。由此可见，姚典
训被国民党反动派抓壮丁后，找机会逃
脱，加入了红军。

得知伯父是烈士，姚典训烈士的侄
子感到莫大荣耀。去年 9 月，他专程来
到华北军区烈士陵园，进行了一次晚了
70多年的祭扫。

陈金保烈士的女儿曾多次到华北军
区烈士陵园，表达了寻找祖籍地的愿
望。余安翔通过吉安县革命烈士纪念
馆，找到了陈金保烈士的侄子。电话一
接通，这对从未见面的堂姐弟顿时泣不
成声。“找了一辈子，终于找到祖籍地了，
我可以带着父亲的英魂回家乡了！”

一项任重道远的工作
记者从吉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了解

到，经过一年多艰难寻找，在相关部门的
大力支持下，目前，余安翔已为华北军区
烈士陵园 24 位江西籍烈士中的 13 位找
到亲人或家乡，这13位烈士都是吉安籍。

2020 年 8 月，经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褒扬纪念处与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对接
后，确定 24 位烈士中，14 位为新发现的
江西籍烈士。目前，相关部门已完成 14
位烈士的信息补录工作，并为胡克仁、黄
胜斌烈士的亲属补发或换发了烈士证
书，做好优抚工作。

吉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向烈士亲属
做好异地祭扫有关政策的解读工作。下
一步，相关部门将进一步收集整理烈士
事迹，宣传革命精神。

余安翔告诉记者，为了帮烈士寻亲，
一年多来，他先后走访江西、福建、湖北、
四川等地，所有费用都是自己承担，也得
到很多部门的热心帮助。

开始，他没有对九旬高龄的母亲说
过此事。一次，母亲看到他的微信朋友
圈，才得知他在自费为烈士寻亲，便立即
打电话给他：“儿子，你做的这个事很有
意义。如果经费不够，我支持你！”

母亲的支持，让余安翔感到莫大欣
慰，也更加坚定了他继续帮烈士寻亲的决
心。“24位江西籍烈士的亲人或家乡还没
有全部找到，此外，华北军区烈士陵园还
安葬有其他省份的烈士，也要为他们一一
找到亲人或家乡，这项工作任重道远。我
会继续下去，让更多烈士魂归故乡！”

为使英魂归故乡
——红军后代余安翔为烈士寻亲的故事

本报记者 曹诚平

5月5日，风和日丽，南昌瑶湖郊野森林公园的沙滩上，新人正在拍摄婚纱照。“五一”假期，瑶湖郊野森林公园以秀丽的风
景、井然的秩序，成为人们休闲度假的好去处。 本报记者 尹晓军摄瑶湖倩影

5月6日，南昌县三江镇纪委监察干部深入该镇岗坊村蔬菜大
棚种植基地走访，做好防返贫监测帮扶。 通讯员 袁涛涛摄

百盛和园地处南昌市青山湖区博学路888号，从其
所在地不难看出该楼盘属青山湖区管辖，而销售人员
推销时，却一直宣称该楼盘地处南昌市青云谱区。这
是为何？

5 月 6 日，随着记者调查的深入，发现百盛和园销
售人员称其属青云谱区是另有一番“深意”——傍名校
促销。

误导看房者，销售人员促销“学区房”
百盛和园由南昌市百盛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开发建

设。6日 10时许，记者来到楼盘营销中心时，已有很多
人正在看房，他们身旁的销售人员推介时，不停地强调
楼盘属于青云谱区。

记者暗访时，接待记者的销售人员也坚称该楼盘属
于青云谱区。此外，营销中心的宣传品上也将该楼盘标
注为地处洪都新城。记者了解到，洪都新城是南昌重点
打造的六大新城之一，将形成青云谱区的新中心。

百盛和园宣称楼盘属于青云谱区用意何在呢？一
番暗访下来记者发现，原来是因为他们要将江西师范大
学附属博文实验学校作为卖点促销房产。

据悉，4月 12日，青云谱区与江西师范大学合作办
学签约仪式举行，江西师范大学将在青云谱区建设江西
师范大学附属博文实验学校。

记者走访发现，正在规划建设的博文实验学校就在
百盛和园附近，因而接待记者的销售人员推介楼盘时，
博文实验学校就成了卖点，有意描述为学区房。

“百盛和园明年 5月交房，明年秋季就可以报名就
读博文实验学校。”多名销售人员说。

不属同一区划，“学区房”子虚乌有
记者在营销中心采访了多名看房者，他们多是冲

着学区房来的，“销售人员说学校建好后，孩子就可按
照就近入学的原则，就读博文实验学校。”

记者了解到，博文实验学校位于新溪桥路以北、博
文路以东，涵盖小学、初中九年制义务教育，目前该校正
在加紧建设中，预计2022年9月开学。

正因博文实验学校距离楼盘较近，在百盛和园宣传
品中有这样的表述语：拟引进师大附中附小。

青云谱区多个职能部门负责人向记者表示，百盛和
园属于青山湖区，不属于青云谱区。按照义务教育法规

定，义务教育是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青山湖区与青云
谱区不属同一区划，该小区适龄入学儿童不可能划入博
文实验学校就读，销售人员是在误导看房者。

百度查地址，相关部门竟分不清
如果不厘清楼盘属地关系，一旦购房后承诺得不到

兑现，必将引发纠纷。
记者查询到的百盛和园《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确

显示，该楼盘坐落于青山湖区博学路 888号，该证由南
昌市行政审批局审批，审批时间是2021年2月7日。

南昌市行政审批局相关人士说：“之前开发商来办
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时，刚开始我们也觉得很奇怪，
一直认为这块区域属于青云谱区，后经向南昌市地名办
查询，证实了该地块属于青山湖区，可见这一带是典型
的插花地带，一般人很难搞清楚。”

原本是地处青山湖区，偏偏说成是青云谱区，百盛和
园涉嫌虚假宣传，属地相关部门态度如何？为此，记者来
到青山湖区市场监管局采访，结果却出乎意料。

该局相关负责人仅通过百度地图查找博学路888号
后，就认为该片区属于青云谱区。该负责人还致电青山湖
区住建局，得到的答复也是“百盛和园属于青云谱区”。为
此，该负责人说：“我们不可能到青云谱区去执法。”

对事情后续发展，记者将保持关注。

《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显示属青山湖区，却宣称在青云谱区

吹嘘“学区房”百盛和园促销玩猫腻
本报记者 余红举

婚姻登记员自学手语
聋哑新人顺利领证

本报吉安讯（记者李歆 通讯员彭生苟）近日，吉安市青原区
民政局婚姻登记中心来了一对新人，登记员接待时发现男方当事
人夏先生的未婚妻欧阳女士是一名聋哑人，无法与登记员正常沟
通。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办理结婚登记的聋、哑、盲人，需能自主
表达自愿结婚的意愿。按照惯例，聋哑人如果要登记结婚，需请
一名与当事人和婚姻登记员都能进行正常交流的证明人在场。
由于两人并没有证明人陪同，且夏先生也不懂手语，这给登记员
出了个大难题。

登记中心干部刘红平了解到相关情况后，考虑到这对新人当
天结婚登记的愿望比较强烈，决定特事特办。因临时请手语老师
来现场翻译比较困难，刘红平便决定在电脑上搜索婚姻登记员手
语服务视频自学。在对着视频中的手语动作反复练习半个小时
后，刘红平对着欧阳女士做出手语动作，询问她：“你们是自愿结婚
吗？”欧阳女士马上用手语回复“自愿。”在得到确认后，刘红平按照
程序为这对新人办理了结婚证，并用手语送上了真挚的祝福。两
名新人拿到结婚证后十分开心，对在场的工作人员竖起了大拇指。

巡查施工现场 降低交通影响
本报南昌讯（记者蔡颖辉）5月5日，南昌市公安交通管理局

东湖交警大队专门组织隐患排查小组，对正在改造施工的沿江北
大道进行检查，发现存在人行道被占用、围挡位置设置不合理等
情况，责令施工单位整改。

记者在现场看到，在交警督促下，临时通行车道被拓宽，占用
人行道的围挡位置也进行了优化，并设置了如何绕行的提示。东
湖交警大队大队长谢炯表示，虽然施工不可避免给群众出行带来
影响，但希望尽最大努力，将影响降到最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