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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料热线：

“两节”食品安全整治拉开大幕
月饼、餐饮店、农家乐、菜场等都是检查重点

多次主动下车帮忙
将患病女孩抱上公交

“暖男”司机获市民点赞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金璐）
“很感谢他
们每一位司机，尤其是刘师傅，很好很暖心。”
昨日上午，市民骆婆婆来到市公交集团公司
党委办公室，她要点赞 28 路公交车助人为乐
的好司机刘宇。
骆婆婆说，自己孙女常怡静今年 11 岁，
患椎管肿瘤，今年 8 月因病情复发，骆婆婆每
天早上要带坐轮椅的孙女从长虹小区公交站
坐 28 路公交车，到九江市附属医院换药治
疗；中午又要从公交公司公交站坐 28 路公交
车回家。骆婆婆说，自己今年 70 多岁了，带
着坐着轮椅的孙女上下车动作迟缓，每当她
们上下公交车时，28 路的公交司机都会耐心
等待她们上车。
“特别是每次碰到驾驶员刘宇开车时，他
总会主动下车帮忙将患病的孙女抱上车，这
已经是第 6 次了。”骆婆婆说，每一次她都默
默记在心里，十分感动，想感谢却不知道司机
姓名。为此，她偷偷拍下了一张司机的背影，
并特意到公交服务站打听，好不容易才打听
到这名好心司机叫刘宇。昨日上午，她特地
赶到公交集团公司，感谢刘宇以及 28 路公交
司机的爱心传递。
收到老人辗转送来的感谢，28 路司机刘
宇说：
“ 这就是举手之劳，也是我们公交司机
应该做的，没想到老人这么记在心上，我们将
一如既往地做好服务。
”

老人倚靠在防撞柱上
加油站员工热心救助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黄梦如）9 月 8
日，在中石化邹家河加油站工作人员的帮助
下，一名身体不适的老婆婆联系上家人并返
回家中。
“ 站 长 ，你 出 来 看 看 ，有 个 老 人 快 昏 倒
了。”9 月 8 日 16 时许，邹家河加油站的一名工
作人员看到一个老人颤颤巍巍地倚靠在防撞
柱上，
随时可能倒下，
马上上前扶住老人，
将她
带到一旁坐下休息。文强站长听到员工的呼叫
声后，
连忙从工作台跑出来，
看见老人的精神状
态不佳，
脸色苍白。搀扶老人、
拿水、
递纸巾、
擦
汗……一时间，
加油站员工忙碌了起来。
随后，文强询问老人情况，老婆婆说话含
糊不清，
无法提供家人的联系方式，身边也没
有携带手机。根据监控录像，文强发现，老人
是从马路对面来到加油站的，当时加油站正
在灌油，她穿过两辆油罐车来到加油站内，没
走几步就踉踉跄跄。待老人精神恢复一些
后，她说自己住在南山公园附近，是来加油站
找人的。但加油站并没有老人所说的这个
人。想到老人出来一段时间了，担心老人的
家人着急，文强立刻联系了附近刘家塘派出
所的民警。民警很快找到了老人所在的居委
会，
在居委会的帮助下找到了老人的家人。
老人的家人很快就来到加油站，表达了
对民警和加油站工作人员的感谢。从发现老
人到老人离开，1 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加油站
工作人员寸步没有离开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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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祝贺我市彩民
喜中福彩双色球
一等奖699万多元

本报讯（时安 浔阳晚报记者 包四华）
9 月 9 日，浔阳晚报记者从市食品安全办公
室获悉，为确保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食品
安全，营造平安祥和的节日氛围，市食品安
全办要求各级食品安全办在当地党委、政
府领导下，协调市场、农业、卫生等食品安
全监管部门，组织对辖区内食品安全工作
开展专项整治。严防发生群体性、区域性
食品安全事件，
守卫浔城餐桌上的安全。
根据安排，
本次将对消费集中的畜禽、
禽蛋、水产品、蔬菜等生产主体进行重点巡
查检查，抓好休闲农庄、消费者采摘基地农
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查。节日期间将组织
食品抽检，
加强对屠宰环节的管理，
杜绝病
死畜禽流入市场，
确保农畜产品质量安全。
针对中秋节热销的食品，将加大对辖
区内月饼、食用油、肉制品、乳制品、酒类等
节日热销食品的生产企业执法检查力度，
督促企业严格落实食品安全生产经营主体

责任，深入排查风险和隐患，坚决打击和严
厉查处使用回收原料生产食品、降低标准
突击生产食品和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
加剂等问题。
“两节”期间是亲朋好友和游客的用餐
高峰期，为此，我市将加强对承办群体聚餐
的大型餐饮服务单位、旅游景区餐饮服务
单位、农家乐等餐饮服务单位的监督检查，
突出原料采购、凉菜制作、生食海产品加
工、餐饮具清洗消毒、食品配送、食品添加
剂管理和使用、食品留样等重点环节，排查
食品安全隐患，严禁餐饮服务单位加工制
作来源不明的野蘑菇、野菜、野果等，严防
群体性食物中毒事件的发生。加强对月饼
等节日食品的包装标签和有关储存条件等
的执法检查，严厉打击销售不符合食品安
全标准食品，特别是有毒有害食品的违法
犯罪行为。
针对节日期间旅游人员众多、食品消

费量大等特点，市食品安全办要求各地、各
有关部门要对旅游景区及周边餐饮服务单
位、食品店、农家乐、食品小作坊、食品摊贩
进行一次专项检查，督促景区管理机构落
实责任，组织食品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自
查制度，排查隐患风险。
据介绍，
“12315”投诉举报电话会及时
受理和处置消费者投诉举报，依法维护消
费者合法权益。对涉及食物中毒、旅游景
区食品、因食品问题消费者和商家发生冲
突等方面的特殊紧急投诉，有关执法人员
要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第一时间进行调
查处理，避免因处置不及时造成不良影响
的食品安全事件。

“两湖”景怡人
野鸟忙安家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黄梦如/文 徐
田刚/摄）说到“水鸟”，不少人想到去鄱阳
湖等湿地观看。但近年来，随着我市甘棠
湖和南门湖综合治理和维护的实施，生态
环境和水质都有了显著提高，优美的湖景
成为了我市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不出远门
就能看见“水鸟”的踪迹。近日，不少喜欢
围着“两湖”散步的市民发现，湖边有许多
“水鸟”在水面上追逐嬉戏，一派人鸟共和
谐的景象，令人流连忘返。
在“两湖”中，市民经常可以看到有一
种像小鸭子一样的“水鸟”，三三两两在水
面上游走，时而潜水时而露出水面，许多人
都不知道那是什么鸟。原来，这种“水鸟”
学名小鸬鹚，俗称“水葫芦”，它们筑巢繁
殖，不擅飞翔，一般在
“两湖”边较隐蔽的水
草里游弋或潜入湖中，喜欢结伴觅食，主要
捕食湖里的小鱼小虾。而在和中广场荷花
池里，市民见到最多的就是黑水鸡，这里是
黑水鸡的天堂和家园。黑水鸡喜欢生活
在水不深、有浮游植物生长的地方，它们通
常啄食水面上的植物嫩芽，也捕食小鱼或
各种小型水生物。黑水鸡一般在每年的三
四月份筑巢产卵孵化，它们的窝一般搭建
在荷花旁的水面上。所以每年的四五月
份，市民经常可以看到大黑水鸡带着一群
小黑水鸡在荷花池里觅食、嬉戏。
昨日上午，浔阳晚报记者在南门湖的
湖边浅水处看到，湖中腾空飞起的大鸟儿，
扑腾着雪白的翅膀，伺机捕食鱼儿，此时就
有过路的市民拿起了手机拍了起来。据了
解，这种大型的“水鸟”，一种叫白鹭，一种
叫池鹭，嘴巴长、腿也长，羽毛有白色的、灰

在“两湖”
上空飞翔伺机
捕鱼的池鹭。
在“两湖”
上空飞翔的白鹭。

湖边新建的小岛成了鸟儿栖息的天堂。
湖边新建的小岛成了鸟儿栖息的天堂
。
褐色的，都是专门吃鱼的鸟类。通常情况
下，这两种“水鸟”都是生活在野外的水塘
或湖边。而它们频频出现在市区“两湖”，
说明“两湖的”水环境非常不错，吸引了它
们前来觅食和生活。经常在湖边散步的爱
鸟人士吕大爷告诉浔阳晚报记者，白鹭和
池鹭比较集中出现在
“两湖”的荷花池和新
建的湖边小岛上，它们通常盯着水面，伺机
突然发动袭击捕捉露出水面的鱼儿。
“两湖”的优美环境和水质，也吸引了

越来越多的鸟类到城里安家，让市民不需
到野外，就可以观赏到这么多的野生鸟
类。好的环境需要我们共同来维护，野生
鸟类也需要我们共同来保护，这样才能令
浔城更美丽，
人鸟共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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