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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昭玲和他的杨梅酒
潘 浔 洪永林 本报记者 练 炼

“老范早啊！”路口碰见范昭玲，村民个个热情地和他
打招呼。永修县八角岭垦殖场群山连绵，果树翠绿。7月
18日，天刚蒙蒙亮，当地范记酒庄家庭农场的创办人范昭
玲就扛着锄头往杨梅园里走。前不久，他的家庭农场刚
举办完热闹的杨梅采摘节，180亩杨梅树果园没空打理。
雨季来临，老范赶紧去疏浚排水沟渠。

老范今年 51岁，是个憨厚的中年汉子。“我太喜爱这
片绿水青山了，创业走过不少弯路，现在总算找到了一条
好路子。”说起自己的创业经历，范昭玲乐呵呵地打开了
话匣子。1997年，全国劳模徐京发通过“五荒拍卖”购得
荒山 2000亩，想联合农民在垦殖场搞果业开发。老范带
头报了名，加入永修县京发林业合作社。由于缺乏经验、
不懂技术，他种过早熟梨、桃子、李子、冬枣等果树，均以
产量不高、口感不佳而失败。

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选择了开发荒山种果树，再难
也要坚持。经过一番摸索，同时在农技专家的指导下，老
范第一年试种的 20多亩杨梅树长势良好。后来，杨梅树
越种越多，2005年开始大面积种植杨梅树。杨梅采摘期
短，鲜果不易保存，卖不掉烂在地里非常可惜。老范家里
几代人都是酿造清明酒的，他决定用杨梅鲜果酿酒。如
今，范记酒庄果园面积达 180亩。全部进入丰产期后，每
株按照产100公斤鲜杨梅计算，可用于酿酒的优质鲜果产
量每年可达近50万公斤。

2017年，范记酒庄取得了生产许可证（SC）。目前，范
昭玲的杨梅酒制作技艺已成功申报九江市市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老范说：“杨梅果已经成了我们增收的致富果。”

“现在自来水的压力足了，水量大了，
水质也好了，做饭洗衣不再发愁了。”进入
盛夏，浮梁县鹅湖镇 8000多名居民终于用
上了安全放心的自来水。

2005年，鹅湖镇政府引入一家自来水
厂，日最大供水规模 600吨，供水范围为鹅
湖集镇及周边村组，给当地村民带来了极
大便利。然而，居民使用一段时间后，发现
水质又脏又黄，加之供水管线长，年久失
修，沿途漏损多，供不上水便成为常态。

“水黄黄的，泥沙多，还有一股腥味。”
村民李忠辉的儿子在外打工，家里就剩下
两名老人。他告诉记者，不少村民在门前

打了水井，但由于地势较高，水源不稳定，
大多数村民不得不到一公里以外的水井里
打水，十分不便。

“水厂由私人经营，重利益轻投入，导
致供水质量和保障率不高，消毒、过滤等环
节不到位，雨水多的季节，水龙头流出的是
黄泥巴水，村民对此意见很大。”鹅湖镇农
业农村办公室工作人员陈锋华介绍，经县
水利局、省水务公司与鹅湖镇水厂多次协
商，双方达成水厂收购协议。今年年初，浮
梁县筹集专项资金，对供水管网进行全面
更换铺设，大幅提升制水工艺，将原来的制
水、过滤、消毒、管网、闸阀、水表等设施全

部更新换代。
鹅湖镇自来水厂厂长周云霞介绍，水厂

产权移交后，县水利局结合河长制工作，对水
源取水点实施清河行动，做到净水入池，加药
沉淀，过滤到清水池。目前，鹅湖镇有8000
余人用上了新水厂的自来水。“很开心，终于
喝上了干净的水，再也不担心停水了。”正在
家里洗菜的村民李桂娥高兴地对记者说。

农村饮用水事关千家万户，是农村群
众最基本的民生需求。自开展“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以来，浮梁县就农村群众
用水情况组织有关部门进行调查，并下决
心一揽子解决好全县农村群众的安全饮水

问题，让群众喝上放心水。据介绍，浮梁县
共有农村饮水工程456处，其中千吨万人水
厂10处。今年，该县通过申请地方专项债，
协调省水务集团融资等办法，总投入超过1
亿元，启动“十四五”全县城乡一体化供水
工程建设，计划对县域内 10个农村水厂进
行管网延伸，扩大供水覆盖面，并新建瑶里
镇、湘湖镇两个水厂，目前正对 100个边远
集中供水工程进行升级改造。县河长办专
职副主任刘宝根说，全部项目建成后，全县
自来水普及率将由现在的81%提高到96%，
规模化供水覆盖率由 40%提高到 67.9%，形
成县域内城乡一体化供水格局。

方大萍安钢铁公司为员工送清凉
本报讯（记者余红举 通讯员齐菲斐）“你战高温，我

送清凉。”近日，方大集团萍安钢铁公司结合“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打出防暑降温“组合拳”，把各种“清凉”
送到一线员工身边，为企业安全生产经营提供保障。

“仔细检查我们班组的急救小药箱，看看防暑药品是
否备齐。”结合当地天气情况，该公司早在4月份就完成了
新增空调等防暑降温设备配备申报，并将包括藿香正气
丸、清凉油、风油精、烧伤膏、急救小药箱等防暑降温“清
凉”大礼包，送到一线员工手上。

分宜“亲情连线”情暖留守群体
本报分宜讯 （邹宇波 通讯员 黄传庚）7月 21日，在

分宜县湖泽镇罗沙村颐养之家，87岁的独居老人张连英
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与远在广东的儿子一家进行视频
通话。这是该县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亲情连线”活动中
的一个场景。

分宜县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颐养之家
或其他功能室，设立“亲情连线工作室”，精准摸排服务对
象，上门入户调研群众需求，建立“每月一次定期连、每节
一次及时连、有了需求随时连”的工作机制，为留守儿童、
留守老人上门提供“亲情连线”服务，并搭建志愿者服务
队伍，常态化提供综合服务。截至目前，全县开展“亲情
连线”活动 1000余次，为留守群体提供上门理发、健康义
诊、打扫卫生等服务200余人次。

南昌全面检查电动自行车门店
本报南昌讯（记者陈璋 实习生徐玉婷）为切实有效

地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及有序的市场环境，7月
22日，南昌市市场监管局对市场上电动自行车门店的基
本情况进行全面摸排检查。

据悉，此次主要检查经营者证照是否齐全，所售车辆
是否具备产品合格证、供销货发票，产品主要的技术参
数、型号规格，关键元器件是否与描述相一致，并禁止销
售“三无”产品以及不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检查
中，执法人员重点对是否有擅自改变电池种类和更换大
容量电池、是否增加外设蓄电池托架或电池盒、是否存在
生产销售“三无”产品以及无3C认证的车辆、是否配备消
防灭火器材等进行检查，并要求商户诚信守法，规范
经营。

市场监管部门提醒，消费者在购买电动自行车时，要
注意选择具有生产许可证的电动自行车和与其相匹配的
充电器、电池，查看电动自行车是否具备欠压、过流保护
功能和短路保护功能；车辆充电时应在专门的充电停车
棚内进行，充电时间原则上不得超过10个小时；严禁私自
改装，电动自行车要勤检查常维护，而且要在车辆出现故
障时选择专业的维修机构或人员；不得擅自拆卸电气保
护装置，确保电气线路和保护装置完好有效。

此外，对不法商家私下改装锂电池，销售“三无”产品
以及无3C认证的电动自行车等违法行为，市场监管部门
将依法从严从重处理，广大消费者可以拨打12315进行监
督举报。

7月20日，南昌市湾里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开
展“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为一线员工送去矿泉水、西瓜
等防暑慰问品，感谢他们在炎炎夏日为城市园林“保驾护
航”。 本报记者 陈化先摄

近日，有南昌市民反映，在青山湖区洪都中大道 242
号，有一家名叫“醉忆小勐拉”的酒嗨房，它紧挨学校和居
民区，晚上噪音明显，而且没有相关许可证，希望有关部
门能予以查处。为此，记者联系多家部门进行联合执法，
但这家酒嗨房却大门紧闭，前往执法的几个部门都表示

“无可奈何”！

紧邻学校
客人可以续玩通宵

据了解，酒嗨房是近年来新兴的一种娱乐场所，兼具
KTV和酒吧的功能，里面既能喝酒唱歌，还有DJ打碟，成
为不少年轻人热衷的去处。

“‘醉忆小勐拉’酒嗨房是今年 2月开业的，每天晚上
噪音都特别大，严重影响周边居民休息。而且里面时常
发生打架斗殴事件，存在严重的治安和消防等安全隐
患。”市民余先生向记者反映，从选址来看，它距离南昌市
第一中等专业学校仅 20多米，不符合国家对于经营性娱
乐场所不能设在学校200米范围内的规定。

7月21日晚上9时，记者来到位于洪都中大道森岳中
心大厦二楼的“醉忆小勐拉”酒嗨房。此时，酒嗨房外墙
上的招牌霓虹闪烁，非常显眼。而紧邻酒嗨房的，便是南
昌市第一中等专业学校，两者最近距离只有二三十米。

随后，记者进入酒嗨房，只见里面装潢一新，一些包
厢已经有客人在消费。工作人员介绍，小包厢开房费
3980元，大包厢费用为5580元。

“你们可以自己带DJ打碟，店里收600元管理费。如
果让我们安排DJ，费用是 1500元。”该工作人员表示，店
里正常营业至凌晨2时，也可以续玩到通宵。

多次斗殴
未获文化和消防许可证

“醉忆小勐拉”酒嗨房是否属于合法经营？7月22日，
记者从青山湖区市场监管局上海路分局了解到，这处酒
嗨房已于 2020年 12月 7日取得了营业执照，企业名称为

“青山湖区醉忆小勐拉音乐会所”。然而，在青山湖区消
防救援大队，参谋曾援通过消防监管系统查询后告诉记
者：“这家酒嗨房没有申请办理消防许可证。”

随后，记者又来到湖坊派出所，教导员邓文刚介绍，
今年以来，“醉忆小勐拉”酒嗨房已经发生过数起治安案
件，主要是客人喝多了酒打架斗殴。处警记录显示，今年
3月 13日、17日，6月 25日、30日，民警均在凌晨 0时至 3
时前往该酒嗨房处理斗殴和纠纷。

“派出所也进行过清场，并要求停业整顿，但过一阵
子该店又恢复营业。因为它不属于特种行业，我们就没
有相关法律依据对其彻底取缔。”邓文刚告诉记者，湖坊
派出所为此还发过函给区文化、消防、市场监管等部门，
希望对“醉忆小勐拉”酒嗨房进行查处。

就相关许可证问题，22日下午，记者又来到青山湖区
文广新旅局进行了解。“‘醉忆小勐拉’酒嗨房没有文化经
营许可证。”该局市场科科长易宾祥明确表示，该酒嗨房负
责人今年两次来申办，但经过工作人员现场勘测，酒嗨房
距离南昌市第一中等专业学校大门只有146米，距离学校
外墙只有二三十米，不具备办证条件。“不知道为什么它却
能一直经营着，这块业务主要是文化执法稽查部门负责。”

对此，青山湖区文化执法稽查大队队长王珊表示，现
在大队已经划到市里统一管理。

联合执法
酒嗨房却始终大门紧闭

经过记者多次沟通，青山湖区文广新旅局、区文化执
法稽查大队、区市场监管局上海路分局、湖坊派出所等部
门决定于7月23日晚上8时开展联合执法行动。

当晚7时50分，记者提前来到森岳中心大厦，看到门
口有人正在搬运音乐器材，一些年轻人也三三两两聚
集。直至 8时 30分，几个部门的联合执法人员才陆续到
齐。当大家来到二楼时，酒嗨房却大门紧闭，但透过门缝
仍能看到里面有灯光，门口两名搬运器材的人员也赶忙
离开。随后，大家在物业人员带领下来到酒嗨房消防通
道，发现大门已从里面反锁。

在执法人员要求下，物业经理陈涛现场拨打了“醉忆
小勐拉”酒嗨房负责人的电话，该负责人电话中说了句

“我们都在外地，最近这几天都没营业”后，便匆匆挂断。
不久，陈涛也离开现场，并不再接听电话。

面对紧锁的大门，现场多名执法人员都表示没有办
法。9时左右，湖坊派出所民警说“临时接到警情，需要先
走”。曾援则称：“消防部门一定要进门检查，如果经营主

体关门，我们就无能为力。”
当记者询问王珊是否能够现场贴封条，以及后续如

何处理时，王珊连声推脱：“你不要采访我，我也没有封
条。后续你还是问区文广新旅局，我们来配合执法。”

面对群众反映强烈、无证经营且存在治安和消防安全隐
患的经营主体，青山湖区相关职能部门竟纷纷表示无能为力

多个执法部门管不了一家酒嗨房
本报记者 陈 璋 实习生 徐玉婷 文/图

执法为民不应成为一句空话

浮梁投入逾亿元实施一体化供水工程

城乡群众喝上了放心水
本报记者 徐黎明

与学校仅一墙之隔，打架斗殴事件频发，
没有文化经营许可证，消防通道被锁死……就
是这样一家问题重重的酒嗨房，却明目张胆地
经营了半年之久。更令人大跌眼镜的是，相关
监管部门面对问题时竟相互推诿，纷纷表示

“没有办法”。这样的作为，的确令群众很
失望。

“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
第一位”，“用心用情用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无论是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
还是扎实开展好“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无不要求各级党委政府以及职能部门站稳人
民立场，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显
然，青山湖区有关职能部门的如此作为，不仅
与其担负的职责不符，也与人民群众的期盼相
去甚远。

希望执法部门依法查处违规行为，早日还
群众一个安全、安静的生活环境。毕竟，执法
为民不应成为一句空话！

我为群众办实事之

7月21日，乐安县
实 验 学 校 蜜 蜂 智 能
VR 体育馆，学生们在
体 验 VR 赛 艇 运 动 。
暑假期间，校园里开放
的智能 VR 体育馆很
是火热，赛艇、篮球、射
箭、拳击、自行车等多
个体验项目，融合了科
学运动、智能传感、数
据跟踪等功能，成了学
生们假期里全新的运
动方式。

本报记者 徐 铮摄

运
动
健
身

多个部门现场执法多个部门现场执法，，酒嗨房大门紧闭酒嗨房大门紧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