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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料热线：

长假
“后遗症”

巨石集团九江公司募捐 3.4 万爱心基金

为困难职工买重大疾病等保险
本报讯（姜正生 林小强 浔阳晚报记
者 包四华 文/摄）笔笔捐款献爱心，滚滚
暖潮聚心田。近日，巨石集团九江公司开
展了 2018 年爱心基金募捐活动，公司高
管、中层干部及职工代表纷纷来到捐款箱
前，伸出了援助之手，献出了自己的一份爱
心。你 50、他 100，带着各自的爱心与祝福
投进了募捐箱。此次活动共筹集到的
34000 余元爱心善款将全部为困难职工购
买重大疾病等各种保险。
据了解，
巨石集团九江公司于 2007 年 5
月26日成立爱心基金会，
成立以来基金会先
后共实施了四次募捐活动，
累计筹集资金20
多万元，
先后为 50 多名特困、危难职工进行
了及时有效的救助，让受灾、重病家庭得到
了关爱，
塑造了互帮互助的良好风气。
此次爱心基金募捐活动旨在帮助困难
弱势群体解决生活中的实际困难，为员工
购买职工互助保障及女工幸福险，最大程
度地救助公司身患重大疾病、家庭特别困
难、遭受意外事故灾害等困难职工。活动

长途跋涉的自驾游，爱车早已“疲惫”，
随着长假结束，浔城多家汽车美容店、修车
店迎来节后汽车检修、保养高峰。据业内
人士介绍，目前节后保养、维修逐步进入高
峰期，预计本周末将达到最高峰，业内人士
建议错开高峰，提前预约最靠谱。
□浔阳晚报记者 金璐

修车店、洗车行生意翻番

募捐现场。
募捐现场
。
自 9 月份开启以来，公司全体干部职工以
实际行动积极投入到募捐活动中。
“周围同
事一听说是爱心捐款后迅速响应，立即将
爱心款上交到分工会，我充分感受到了他
们的真诚和浓浓的大爱，我们为了同一个
目标而聚在一起传递爱心。”熔制工艺队曾
彩霞感慨万分。
一直以来，巨石集团九江公司努力贯
彻“以人为本”理念，坚持以职工为先，不断

扩大、深化关心关爱职工措施，在追求生产
效益的同时，为职工谋福、造福，做到取之
于职工、用之于职工、反馈于职工。开展爱
心基金募捐活动，是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
重要体现，也是落实该公司“关心关爱”工
程的具体表现，更是践行巨石文化理念的
生动实践。支持和参与慈善公益事业，在
奉献社会的同时，进一步扩大企业影响力，
推动企业实现持续长久发展。

陈尚秋陈珑联合创作百诗百画捐献能仁寺

本报讯（记者 宋小勇 文/摄）10 月 9
日上午，秋高气爽，金桂飘香，九江市佛教
协会会长、九江能仁寺方丈释普钰接受了
江西省美术家协会会员、江西省书法家协
会会员、九江市博物馆退休干部陈尚秋，江
西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诗学会会员、
浔阳区政协委员、小金星国际教育集团九
江区域行政总监陈珑兄弟二人联合创作的
103 幅《禅意诗画集》原稿的捐赠。
陈氏兄弟从小受到家庭良好教育，耳
濡目染，
为感恩社会，秉承传播中华民族孝
道文化，
促进社会和谐的宗旨，
88 岁的陈尚
秋老先生亲眼见证九江传统文化发展而感
慨万千，在有生之年能为九江人民多做点
善事而欣慰，
这 103 幅民俗画是他花了三年
多时间亲手绘出，加之其弟陈珑先生的配
诗，可谓诗情画意、通俗易懂。有十几幅跟
能仁寺有关，
能仁寺八景展现其中，
一幅画，

私家车扎堆儿忙保养

昨日上午，浔阳晚报记者在濂溪区一
家修理厂看到，该修理厂停车场内停满了
私家车。该修理厂的王师傅说：
“长假过后
一向都是私家车保养的高峰期，从 10 月 7
日下午开始，来店内保养的车辆就开始增
多，维修车间的工作非常忙碌。
”
一家维修店工作人员也表示，
节后归来
汽车经长途跋涉，高速行驶车底盘，轮胎都
有一定程度磨损，
发动机和油液也都需要维
修和保养。目前节后保养、维修逐步进入高
峰期，
预计本周末将达到最高峰。
在濂溪区一家洗车行同样停满了车辆，
并且前去检修、清洗的小汽车还在不断排
队。
“忙死了，
今天还好一些，
前两日更忙，
我
们车行十几个人齐上阵，
还觉得人手不够。
”
洗车行的负责人李先生说，
节前平均每天洗
二三十台车就算不错了，
但节后每天洗车的
数量翻番。尽管送洗的汽车多了，但是价
格基本没涨。
“长假期间许多车主自驾游，或多或少
车都会有些剐蹭和碰撞，这几日保养的车
90%都是长假自驾游的。”另一家汽车保养
检修店工作人员小张说，另外，长假乘坐其
他交通工具出游的车主，也将放置 7 天的爱
车送来清洗，
导致洗车生意更加火爆。

躲过排长队 预约最靠谱

捐赠现场。
一首诗，
一个故事，
一段情，
把中华文化的传
承雅俗共赏地展现在世人面前。此次捐
赠，
为的是能将此诗画编辑成册，
从善积德，

广结善缘。普钰方丈代表能仁寺表示将把
这双百禅意诗画作品作为贵重之物收藏于
藏经楼，
并在适当的时候刊印出版。

电子请柬携支付宝账号
“讨喜”

昨日，浔阳晚报记者走访了解到，维修
店，洗车行工作人员都提醒，节后检测和保
养，车主最好提前预约，以保证自己可以及
时提供服务。其次，如果并不是什么大不
了的毛病，例如像钣金、油漆等维修，可以
等到月底再进店维修，这样不仅可以保证
得到的服务及时，也可以保证得到的服务
质量更高。
此外洗车行工作人员表示，根据前几
天情况，上午扎堆情况最为严重，大部分车
主抱着赶早不赶晚的想法，通常一开门就
会有几十辆车排队。一般到了下午 3 点半
左右，几乎没有等候的车了，如果车主在 3
点半之后到店，基本可以随到随洗。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不仅电子请柬可以跨域时空瞬间到达，份子钱也可以。10 月 8 日，市民王女士向浔阳晚报记者报料，
国庆期间老同学要结婚，她有事不能参加婚礼，便在电话里祝福老同学新婚快乐。可电话挂了没多久，她的手机便收到对方
发来的一条彩信。这条彩信是一张婚礼电子请柬，里面还附了一个支付宝账号，
这让王女士感觉“怪怪的”
。
□浔阳晚报记者 余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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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请柬附上支付宝账号

近日，家住开发区的王女士接到老
同学孟先生的电话。通话中，孟先生表
示要结婚了，邀请王女士参加喜宴。老
同学的终身大事解决了，王女士替他感
到高兴。但国庆期间王女士一家人要去
西安旅游。想到这，王女士便在电话中
表 示 有 事 参 加 不 了 婚 礼 ，并 祝 福 老 同
学。令王女士没想到的是，没多久，这位
老同学又给她发来一张电子请柬。请柬
上有一对新人的结婚照片，还写明了举
办婚礼的时间、地点等相关信息，下面还
附了一个支付宝账号，这让王女士心里
感觉
“怪怪的”。
“很多年都没见面了，平时也不怎么
联系。结婚是件大喜事，我去不了，但他
这么做，似乎有点不近人情。”王女士说，
结婚办喜事，随个份子钱，这也是很正常
的事情。但电子请柬上面附个支付宝账
号，似乎就是冲着礼金去的，人可以不
到，但礼金得到，这让人有些不能接受。
王女士说，头次遇到这种事，尽管有点
“奇葩”，但她还是将礼金转账给老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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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质请柬人情味更浓

“红包装的是钱财，送的是祝福，形式
变了意义也就变了。”在市民赵先生看来，
文化的传统变成了功利的现实。相对于别
具创意的电子请柬而言，许多人更青睐于
朴素的大红色请柬，他们纷纷认为，红色纸
质请柬传递的是一份喜悦，而不仅仅是约
一顿饭而已。
今 年 43 岁 的 萧 先 生 告 诉 浔 阳 晚 报 记
者，以前家里办喜事，无论是举办婚宴还是
乔迁新居，都习惯提前罗列一份嘉宾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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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单，然后买请柬、写请柬，认真写好宾客
的名字，写得不好的还重新写过。写完请
柬，家人就上门派送。
“ 虽然写请柬、派请柬
是会花费大量的时间，成本也不低，但我觉
得亲手将请柬交到对方手中，更能显示我
的诚意，这也是对宾客的一种尊重。”萧先
生认真地说。
不过，有新人认为，虽然纸质请柬带有
传统的味道，但婚宴结束后，许多宾客就将
请柬扔进垃圾桶，既浪费又不环保。

两种请柬可综合使用

新人亲自将请柬送上门，这表示对宾客
的一种尊重，希望对方大驾光临，营造一种
喜庆的氛围。同时，纸质请柬是对传统文化
的传承，给人比较正式的感觉，收到请柬的
宾客会感受到新人的诚意，也觉得受到尊
重。电子请柬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它利用现
代数字技术，在结合常规结婚请柬形式的基
础上充分发挥个性化的创意，集视觉、听觉
为一体。电子请柬发挥空间大，你可以加入

自己喜欢的图案、背景音乐、宾客留言等方
式，还可以贴心地为宾客们配上线路图等，
这些都是传统请柬无法比拟的。
“我觉得，纸质请柬与电子请柬是传统
与时尚的结合，各有所长。新人们在选择喜
帖的时候可以综合考虑，在追求个性的同
时，别忘了长辈们是否能够接受，最好是针
对不同人群分类发送，将电子请柬和纸质请
柬结合起来。
”
市民唐先生建议。

最后的铁匠
最后的铁匠在这产能过剩的时代，莲花
菜刀却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即使因店面
拆迁而搬至偏僻的九龙村，仍然有省内外顾
客慕名而来，产品供不应求。饶是如此，依
然没有年轻人愿意学习这门手艺。如今，只
有几个上了年纪的人在坚守，也许不久的将
来，莲花菜刀将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图为
正在锻造菜刀的铁匠户才虎。
（浔阳晚报记
者 连国秀 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