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陈璋）为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
年，南昌地铁建党百年主题
站近日亮相.。南昌地铁八
一广场站、八一馆站两大站
厅换上了一袭“红衣”，鲜亮
的中国红营造出浓厚的喜
庆氛围。

此次建党百年主题站
由南昌轨道交通集团有限
公司、南昌市八一广场管理
处、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主
办，南昌轨道交通集团资产
经营有限公司、南昌江报轨
道 广 告 传 媒 有 限 公 司 承
办。据了解，两大主题站将
展览至 10 月 18 日，期间还
有党史知识问答、晒图赢奖
等形式多样的互动活动，将
南昌地铁打造成学习党史
的流动阵地。

▲八一广场站
换上了喜庆的“红
衣”。

▶市民在八一
馆站打卡留影。

◀八一馆站展
示了从南昌起义走出
来的共和国元帅。

本报记者 陈 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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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外，蓝天白云；房内，宽敞明亮。在
吉安市庐陵新区幸福家园安置房小区，45
岁的彭春明正在忙着装修上个月刚领到
钥匙的新房。“终于上楼了，今后再也不用

‘泡’在十年九淹的棚户区了！”看着快要
装修好的房子，彭春明高兴地说。

彭春明以前住在庐陵新区红光社区，
是吉安市赣江边上最大的一个棚户区。
属于赣江堤外行洪区，地势低洼，每年都
有房子不同程度被淹。彭春明所在的彭
家村位于整个棚户区的最低处，更是十年
九淹，苦不堪言。村民们自嘲说，他们村
是“淹不死的彭家村”。“我家是一栋两层
小楼，记得最严重的一次，洪水淹到了楼
板，全家人在安置点住了一个多星期才回
家。”回忆以前的日子，彭春明感慨万千。

庐陵新区管委会四级调研员刘晓明
告诉记者，每到汛期，政府部门最担心的，
就是怕发生倒房和死伤事件。每次一下
大雨，工作人员就挨家挨户敲门，动员大
家到安置点避险，工作压力非常大。

在红光社区，像彭春明这样的“水淹
户”，有 742 户、1700 多人。在吉安市，有

“宁要河西一张床，不要河东一栋房”的说
法。早日搬离这片水淹棚户区，是红光社
区广大住户长期以来的心愿。

为了彻底改善红光社区居民的居住
条件，2018年初，吉安市投入7亿元，正式
启动红光社区棚户区改造，整体搬迁9个

村小组、7家企业，征收房屋 13.92万平方
米，征地 1291 亩。本着“就地、就近、就
便”安置的原则，吉安市建设了滨江春天、
滨江美庐、恒盛花园三个安置小区，按照
1∶1.1的比例置换。彭春明家分了两套房
子，共计200平方米。截至5月底，所有棚

改户都已领到新房钥匙。“安置小区建得
漂亮、高端、大气，周边学校、医院等全部
配套到位，现在住在这里，比住在河西都
舒适、方便。”彭春明开心地说。

红光社区整体搬迁后，吉安市投入
1.5 亿元，按照“生态修复+运动休闲+景

观绿化”的理念，将这一区域打造成一个
南北长约 5 公里、东西平均宽约 180 米的
滨江生态公园。生态公园结合水利行洪
要求，尽可能保留原有树林，打造出一条

“一心两带，六大特色节点”自然生态景观
带。“一心”即天宝广场；“两带”即贯穿南
北的慢跑道、沿河漫步道；“六大特色节
点”即古船新韵、儿童趣园、天宝广场、河
东码头、杉林湿地、橡杨林海。整个生态
公园布局疏密有致，特色鲜明。

清晨，肖利佳迎着朝阳，沿着滨江生
态公园的慢跑道一路小跑。眼前，满目翠
绿；耳畔，鸟鸣啾啾。“每天早上到生态公
园跑跑步、看看景，置身天然氧吧，感觉空
气都是甜的！”肖利佳张开双臂，深深地吸
了一口空气。

今年 46 岁的肖利佳，以前住在红光
社区训头村。“以前全家7口人，挤在一栋
小房子里，周边环境脏差乱。现在，我们
是住在公园边。”望着花红树绿的生态公
园，肖利佳一脸陶醉地说。

刘晓明告诉记者，红光社区棚户区改
造和滨江生态公园的修建，彻底改善了该
片区742户居民的人居环境，对打造长江

“最美岸线”，对保护赣江生态环境有着重
要意义。如今，定位为“水岸缓冲、江景风
光、休闲活动”的滨江生态公园，已成为吉
安市的城市“后花园”，成为市民休闲健身
的好去处。

昔日水淹棚户区
今朝城市“后花园”

本报记者 曹诚平 文/图

漂亮的安置房小区。

本报南昌讯（记者徐黎明）剪碎样品制样、
滴入检测缓冲液、放入检测仪……6月 20日，在
南昌市沁园农贸市场食品安全检测室，随着工
作人员有条不紊地操作，消费者送检的果蔬、鸡
鸭鱼肉等样品的检测结果一一出炉，百姓的“菜
篮子”又上了一把安全锁。

作为一家能让市民享受优质购物体验的智
慧农贸超市，沁园农贸市场通过提档升级，拥有
南昌首家可覆盖所有农产品检测的快检室，市
民可免费送检农产品，并获得检测报告单。

沁园农贸市场负责人吴伟华介绍，该市场
自开业以来就配套了食品安全检测室，因受技
术条件限制，只能提供果蔬的农残类项目检测，
对其他农产品的风险项目则无法检测。南昌市
市场监管局通过招标，引进第三方专业权威检
测机构入驻该农贸市场，提供免费检测农产品
服务。检测项目涉及果蔬、水产品、畜禽肉、粮
油、水发产品、豆制品等，检测项目从农药残留
延伸到药物残留、非法添加等80多个风险指标。

“检测室推行的是快检服务，最长检测时间
为 1 个小时，最快 15 分钟就能拿到监测报告
单。”吴伟华说，蔬菜、水果等食品平均检测时长

不超过 25 分钟，最快 15 分钟就可拿到检测结
果；鱼虾贝等水产品，因为检测的项目较为复
杂，一般一个小时也可出结果；禽肉蛋、粮油、水
发产品以及调味品等，30分钟就能出结果。

记者采访时，正遇到市民毛女士送来刚刚
购买的大明虾、猪肉、葱、藕等菜品样品，工作人
员对应检测了孔雀石绿、莱克多巴胺、思诺沙星
等风险项目，检测结果全部显示为阴性。“有了
权威检测，不再担心会吃到有害农产品了。”拿
到报告单后，毛女士开心地说。

检测员杜双告诉记者，检测室每天都会对
所有进场的菜品进行抽检，样品数量不少于 30
个种类；同时免费受理消费者委托送检的农产
品样品，平均每天40个左右。检测室自6月7日
启用以来，目前只发现一例腌制类的菜品存在
甲醛超标。

如果样品检测结果为阳性，将怎样处理？
吴伟华介绍，检测系统会自动将数据上传到南
昌市食品安全监管系统的后台，市场监管部门
会迅速做出反应，联合农贸市场采取措施将问
题菜品封存销毁，并对售制有害菜品的相关责
任人作出相应处罚。

涵盖市场所有食品种类 最快15分钟出结果

南昌沁园农贸市场免费检测菜品

工作人员正在检测菜品样品。 本报记者 徐黎明摄

时下正是桑葚、蓝莓、桃子等时令水果相继成熟上市的季
节，横峰县各大采摘园里，瓜果飘香、游人如织。

在龙门畈乡土岩村蜜桃采摘基地，一个个红彤彤的桃子，
掩藏在绿叶下让人垂涎欲滴。“这里的桃子口感很好，脆脆甜
甜，我很喜欢！”来自上饶市信州区的采摘游客黄女士开心地
说。据了解，这个基地共种植 3000余棵桃树，采用“合作社+农
户”模式，帮助当地村民通过土地流转、在家门口就业等形式实
现增收，每年可带动80余人在基地务工就业。“今年的产量大概
在5000公斤左右，这段时间开园采摘，每天都有100多名游客前
来体验田园乐趣。”基地负责人钱小林说。

在姚家乡百家村好客王家蓝莓基地，成熟的蓝莓挂满枝
头。园内，不少游客提着篮子一边采摘一边品尝。“这种感觉很
新鲜。之前我没有见过蓝莓树，这是我第一次亲手采摘，味道
特别好。”游客林女士说。

近年来，横峰县坚持市场导向，引进培育栽种黄桃、蓝莓、
水蜜桃、火龙果、无花果等多种名特优水果，通过“合作社+基
地+农户+电商”模式，促进乡村旅游发展，帮助农民增收致富，
大力推进秀美乡村建设。

秀美乡村瓜果香
黎佳伟 本报记者 余 燕

6 月 21 日，位于南昌市青山湖区塘山镇高新社区的全国
税务系统廉政教育基地展厅内，社区党员干部认真听取讲解，
一件件案例，一幅幅图片，一串串数字，警醒党员干部永葆清
廉本色。 本报记者 徐 铮摄

本报分宜讯（记者胡光华 通讯员黄传庚）这几天，分宜县
退役军人胡志强勇救 4名落水女孩的事迹，随着网络的快速传
播引起了热烈反响。

6 月 19 日 17 时许，分宜县钤山湿地公园沙滩处，许多家长
带着小孩在玩沙玩水。忽然，传来一阵阵急促的呼救声。此
刻，县城居民胡志强正带着四岁的儿子在沙滩玩耍。一听见有
人呼救，他赶紧叫人照看自己的小孩，然后奋不顾身跳入水
中。3个小女孩的落水点水深至少 2米，胡志强游过去，左手拉
住1个小女孩的衣服，右手拉住2个小女孩的衣服，奋力把她们
拉上了岸。

上岸还没站稳，有人说好像还有一个沉入水里。迅速核实
后，胡志强又跳入水中，在离岸边约6米处的深水中，摸到了第4
个小女孩的手。身高 176厘米的胡志强脚踩不到底，他用头顶
住小女孩往岸边移动。接近岸边时，把小女孩扛在肩膀上。这
时，小女孩连吐几口水，开始恢复意识。成功救起 4 个小女孩
后，胡志强带着儿子回家了，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这件事。

现场有人用手机拍下了救人过程，通过剪辑发到了抖音平
台上，赢得众多网友点赞。经过了解，胡志强2008年参军入伍，
在部队期间曾受到过嘉奖。

分宜一退役军人
勇救4名落水女孩

本报南昌讯（通讯员罗春华）“熟肉制品凉拌菜，变形杆菌
易作怪；病从口入严把关，食安知识记心间……”近日，南昌县
八一乡甫北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志愿者，一边向小区居民发
放食品安全小折页、小扇子，一边热心地宣传食品安全知识。

为落细落实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工作方案，该乡把食品安
全小知识编辑成小漫画、顺口溜，印制成小折页，制作在日常使
用的小扇子上，并组织各村（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志愿者走
街进巷，发放到群众手中。目前，已发放宣传折页2000余份、宣
传小扇子 1200把。该乡还制作了食品安全宣传横幅 100余条，
宣传栏30余块，运用电子显示屏10块，营造了食品安全的浓厚
氛围。

严把食品安全关

本报讯 （记者龚艳平）为进一步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需
求，自7月1日起，江西省图书馆将延长开放时间。每日开放时
间调整为9时至21时（每周五闭馆），延时开放的区域包括：二层
的服务大厅、展厅、中文图书借阅区；三层的中文报刊阅览区、
中文图书借阅区。

同时，江西省图书馆的24小时图书馆正常开放。24小时图
书馆位于江西省图书馆二层平台南端，室内面积383平方米，阅
览座位 62个，收藏社科类、文学类、自然科学类等中文图书约 2
万册，配备了自助办证机、自助借还书机、电子图书自助借阅机
等设备。

延时开放便读者

本报讯 （通讯员罗崇德）近日，南昌市青山湖区京东镇京
荣社区党支部在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举办了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文艺演出。本次活动得到了江西现代学院等共建
单位的大力支持和16支队伍的倾情演绎。

活动在《红旗颂》中拉开序幕。随后，由小朋友参演的《穿
过岁月的电波》，诠释了老一辈革命家的伟大壮举。《今天是你
的生日》等16个歌舞节目逐一登场，观众掌声不断。演出当中，
社区加入了爱国主义思想竞答、反诈宣传竞答环节，让现场活
动高潮迭起。前来观看的黄先生表示：“整场晚会气氛热烈，凝
聚起满满的正能量。”

文艺演出颂党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