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上饶讯 （记者徐黎
明 通讯员杨佳煜）“特别快，不
到 三 秒 钟 ，就 核 验 成 功 进 站
了。”11 月 28 日，“人脸识别”系
统正式入驻上饶火车站，无需
工作人员操作，旅客就可凭借
身份证“刷脸”进站。本次“人
脸识别”落地使用是互联网+高
铁的成果，提升了旅客进站乘
车的效率。

旅客进站只需将身份证放
在自动验票机的感应区，再抬
头，核验成功后，闸机门就能立
马打开。据了解，自动验票机
上安装的摄像头在采集人脸图
片时会先定位五官特征点，在
进行处理后，与身份证采集到

的照片对比。由于经过“允许
误差”的处理，旅客的适度胖瘦
变化和化妆都不会影响识别，
但需摘掉帽子、眼镜、口罩等。

“我们站日均客流 2.2 万人
次，节假日达 5.4 万人次。自动
验票机不仅能提升安防等级，
还能加快验票速度。”该站主管
客运的副站长王莺介绍。

据介绍，11月12日，上饶火
车站在站内西面先行开放了 3
台自动验证机，获旅客好评。
现今，人脸识别设备设置完毕，
东西方向共设 6 个自动验证
口。另外，设置 4 个人工验证
口，验证持有护照、驾照、港澳
通行证等证件的旅客。

义卖菊花 捐款保护小动物
本报南昌讯（记者余红举）原定于12月

8 日落幕的南昌市第三十届菊花展，11 月 28
日落下帷幕。当天，南昌市园林局拿出部分
菊花进行义卖，现场募集的爱心款项全部捐
献给南昌小动物保护协会。

据悉，今年南昌菊花展场地因举办其他
大型活动提前撤展，菊花品种丰富，10元3盆。

义卖活动当天 8 时开始，得到消息的群
众早早来到红谷滩行政广场。“这个活动特别
有意义，不仅能培养种花情趣，还能支持慈善
事业。”刘大妈是菊花爱好者，这几年菊花义
卖活动她都参加了，今年来到义卖现场，花
20元买到6盆菊花。

“义卖既能有序地将部分菊花消化掉，杜
绝不文明现象的发生，又能增强市民的慈善
意识。”南昌市园林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自
2010 年开始，每年菊花展结束，园林部门都
将参展的部分菊花低价义卖，善款捐给慈善
机构。今年，义卖筹得爱心款 4220 元，全部
捐献给南昌小动物保护协会，帮助 200 余只
流浪狗温暖过冬。

上饶火车站进入“刷脸”时代

通讯员 杨佳煜摄

11月29日，南昌市昌航立交建设现场一片繁忙景
象，高空俯瞰整个项目已现雏形。

据悉，昌航立交是该市一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预计
明年5月具备通车条件。 本报记者 洪子波摄

昌航立交建设忙

城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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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驿清1997年离开以色列回国
已20多年，其后辗转于南昌、北京多
座城市经商、创业，但他对年轻时在
以色列的经历念念不忘。

作为企业经营者，聂驿清身上
头衔不少：北京江西企业商会常务
副会长、北京三礼堂艺术品投资有
限公司董事长等，最近，他又多了个
头衔，生产瓷筷的景德镇筷乐生活
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近日，在景德镇采访聂驿清，言
谈中他仍屡屡提及当年的异国故
事，“以色列——景德镇”“景德镇
——以色列”是他反复念叨的词语。

聂驿清，在江西熟知的人可能
不多。不过，京城艺术瓷收藏圈对
这个名字耳熟能详。北京金宝街，
连通着王府井商圈和中央商务区
CBD，云集奢侈品大店的寸土寸金
之地，聂驿清的三礼堂陶瓷艺术馆

就位于此。在北京，如果要收藏艺
术瓷尤其是高端瓷板画，三礼堂是
必去的地方。“经营艺术瓷是聂驿清
的老本行，他做了20多年，最初在南
昌，后来落户北京。”有业内人士说，

“很多名家，像南昌瓷板画的非物质
遗产传承人、珠山八友的后人，都跟
聂驿清合作过。在艺术瓷经营上可
以说他创造了奇迹，名家作品在他
手上卖出上千万元，对江西的陶瓷
艺术走出去，对景德镇陶瓷艺术的
推介功不可没。”

不过，说起这些，聂驿清话不
多，在他眼里，自己所做的只是为

“这些艺术家在北京开了一扇展示
窗口。”眼下，他的兴趣集中在用陶
瓷制作筷子上。

“用过瓷筷的人都说好。有一
个收过我筷子的朋友，他赶火车的
人，却一定要过来见我，让我再给几
双筷子，说这辈子离不开这个筷
子。其实他从北京西客站打车过来
单程都要五六十元。还有很多老
板，什么都不求我，就让我给寄一二
百双筷子，全家都能用上。”

“陶瓷筷子不但中国人喜欢，老

外也喜欢。我的筷子还进了英国伦
敦四季酒店。”

“别小看这双筷子，从2008年的
第一代产品到现在第八代，十年时
间，我的大半经营收入和最好的时
光都投进去了。”

“200 多年前景德镇就有瓷筷，
但一直被当作装饰品。原因无他，
易碎。我从德国引进先进设备，筷
子硬度高了，重量更轻。”

“瓷筷有16道工序，团队里有著
名美籍华人设计师加盟，设计融入
中华文化的形意。比如筷子长七寸
六分，暗合人有七情六欲。设计结
合人体工程学，放在桌上与桌面成
15度角，筷头不与桌面接触。”

“做筷子我不计成本，卖不卖都
无所谓。东西做好了以后再说，这
么多年走过来一直是这种心态。如
果说想着要做快一点，急着赚钱，这
个事情一定做不好。”

“我做的筷子，都打着三礼堂三
个字。 三礼堂是聂姓堂号，意思是
礼天、礼地、礼人。我觉得人活世
上，对自然对世界要有敬畏之心。”

“瓷的属性，在无形中教化执箸

者举止端庄、慢放轻举，除了瓷筷，
世界上没有别的筷子会有这样的以
器载道之效。”

“相比竹木筷，瓷筷易清洗，不
生菌。用友软件的王文京，也是江
西人，看好它，就入了股，希望做成
产业。”

1974 年出生的聂驿清是上饶
人，投身商海 20 年，时间不可谓不
短，他却只做了两件事：经营艺术
瓷、制作瓷筷。聂驿清与景德镇似
乎有不解之缘。这其中有何缘由？
答案仍在他当年的以色列之行。

“那时工作之余的周末，帮当地
一个富商修剪植物篱笆，我用上了
建筑上的水平线技术，篱笆修剪得
齐整，像艺术品。活干得漂亮，人也
努力，慢慢他就希望了解我，跟我交
朋友。他带我看他收藏的艺术品，
是一幅瓷板画，画的是庐山瀑布。
我说这是我的家乡。他一听很激动
地带我到地下室，里面有很多景德
镇的青花瓷。瓷板画也罢、青花瓷
也罢，他都当传家宝收藏。”

“当时我就震撼了，这个富商是
有钱人，三兄弟围了 100 多亩地，建

三栋房，楼顶停三架直升机。他对
景德镇瓷器如此看重。可见好产品
往往承载着文化，商业的密码背后
是文化基因。”而在“万里之外的异
国他乡与青花瓷相遇，那一刹那我
感觉景德镇就是我的家乡。”

于此，也就不难理解，回国之
后，面对全国各地“上演”的拉出
甩卖横幅摆摊销售景德镇瓷器的
场景，聂驿清会感到痛心。几乎
从回国第一天起，他就下决心，要
让瓷都之器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价
值认可。

于此，也就不难理解，经营艺
术瓷，聂驿清独辟蹊径，通过艺术
会所的形式，用场景营销吸引买
家。因为在他眼里，“大师的代表
性作品是用心创作的，具有无法言
说的美，要让这样的艺术品物有所
值。”

于此，也就不难理解，聂驿清能
潜心用十年时间打造瓷筷。因为艺
术瓷毕竟是阳春白雪，只为藏家鉴
赏。但瓷筷能够承载文化，让更多
的人感受千年瓷器之美，在日常生
活中物尽其用。

“三个到位”打造和谐宜居环境
本报樟树讯（通讯员旺元）近年来，樟树

市淦阳街道狠抓“三个到位”打造和谐稳定社
会环境。一是组织领导到位。调整充实平安
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街道主要领导负总责，其
余领导班子成员、村（社区）干部具体抓，实行
街道、村（社区）、组干部全员参与的工作方式，
确保人人身上有任务、肩上有担子；二是宣传
发动到位。充分利用微信平台、宣传横幅、一
封信等形式，加大平安建设宣传力度，提升群
众知晓率；三是排查化解到位。加对治安隐
患、矛盾纠纷、信访热点等问题的排查，同时做
好贫困户、信访户的走访调查工作，力争问题
早发现、工作早介入、矛盾早化解。

本报南昌讯（记者刘斐）11月
29日下午，南昌市市场和质量监督
管理局举行了“消费争议快速和解
绿色通道”（以下简称“绿色通道”）
正式成员单位授牌仪式。山姆会
员商店等15家企业正式成为“绿色
通道”成员单位。

据了解，本次授牌的 15 家企
业为：山姆会员商店、乐买家购
物广场、江西风尚电视购物股份
有限公司、江西百盛中山城百货
有限公司、江西苏宁易购销售有
限公司、江西省机场集团公司、
江西鹏润国美电器有限公司、全

家 百 货 、安 义 县 大 润 发 时 代 超
市、安义县鹏泰购物广场、华润
万家（莲塘店）、旺中旺百货有限
公司、南昌红星美凯龙全球家居
广场有限公司、南昌青山湖大润
发商业有限公司、南昌喜盈门实
业有限公司。

此次授牌的 15 家企业经过了
三个月试运行，并通过考核和综合
评定，正式成为“绿色通道”成员单
位。未通过考核和综合评定的“绿
色通道”试运行单位，将延长三个
月试运行期，期满后将再次进行考
核和综合评定，合格的正式发展为

“绿色通道”成员单位，考核评定仍
不合格的，取消试运行单位资格，
收回牌匾。

南昌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绿色通道”的建
立，前移了维权关口，提升了消费维
权社会化参与水平，放大了维权效
能，是推动消费维权社会共治的有
益探索。授牌
只 是 一 个 起
点，将加大宣
传力度，引导
更多企业加入

“绿色通道”。

本报讯 （记者黄锦军）11 月 29
日，记者获悉，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
布《关于 28 批次食品不合格情况的
通告》，涉及我省 8批次水产品，均为
散装称重产品，不合格项目分别是呋
喃妥因代谢物、呋喃唑酮代谢物、呋
喃西林代谢物、呋喃它酮代谢物、氯
霉素，国家标准规定不得检出。

我省 8 批次不合格水产品分别
是：南昌市西湖区
刘方际水产店销售
的龙虾（淡水虾）、
牛 蛙（生 产 日 期 ：
2018/5/23），南昌市
西湖区鑫发海鲜经

营部销售的龙虾（淡水虾）（生产日
期：2018/5/23），南昌市东湖区长金
水产行销售的河虾（生产日期：2018/
5/24），南昌市西湖区小玉水产店销
售的鲫鱼（生产日期：2018/5/23），江
西南湾实业有限公司销售的波龙（海
水虾）、梭子蟹（生产日期：2018/5/
24），萍乡市新万仕达购物中心有限
公司销售的、林善全（个体经营户）供
应的中黄鱼（生产日期：2018/5/31）。

对抽检中发现的不合格产品，当
地相关部门已责令食品经营环节有
关单位立即采取下架等措施控制风
险，并进行了处罚，有的移送公安部
门处理。

本报宜黄讯 （通讯员倪洋）为展现残疾
人特殊艺术才华，2018“共享芬芳”中西部地
区百县百场公益巡演走进江西活动首场演
出 11 月 28 日晚在宜黄县宜黄戏剧院举行。
接下来将在豫章师范学院进行艺术交流活
动，在安义县进行第二场演出。

据悉，此次巡演的演出单位中国残疾人
艺术团是第二次来江西巡演，再次为赣鄱儿
女带来一道文化盛宴。

“共享芬芳”公益巡演走进江西

舞蹈《千手观音》。 通讯员 秦闽丽摄

潜心十年做瓷筷 一心传播瓷之美

本报记者 张晓欣

消费争议快速和解

南昌15家企业加入“绿色通道” 我省8批次水产品抽检不合格

突发火灾 退伍消防员挺身而出
本报宜春讯（记者邹晓华 通讯员徐涛）

11月17日，宜春商城二楼突发火灾，商户范
刚胜临危不乱，用灭火器和室内消火栓灭火，
并组织人员疏散，赢得大家点赞。

17 日 14 时，宜春商城家具城发生火灾，
由于大多数家具为木质结构，消防队员抵达
现场时已浓烟冲天。消防队员经过3个多小
时奋战，终将大火扑灭。

不少商户反映，当时一名商户英勇扑火，
疏散人员，为救援赢得了时间。这人就是 43
岁的范刚胜，曾在宜春市消防支队服役，1996
年退伍。接受采访时，范刚胜回忆说，当天是
星期六，商城里人很多，发现起火后，他立即
提两个灭火器灭火。无奈火势较大，灭火器
喷完后，仍无济于事。随后，范刚胜组织大家
疏散。他大喊：“火太大了，赶快走，不要贪恋
财物。”一边喊，一边从室内消火栓取出水枪，
对大火喷射。十几分钟后，消防队员到达，他
才被疏散到安全地带。

南昌新增国家级博士后工作站
本报南昌讯 （记者刘斐）11 月 29 日，记

者从南昌市人社局获悉，南昌市增设一个博
士后科研工作站——江西国泰民爆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截至目前，南昌市国家级博士后
科研工作站增至23个，涉及汽车和新能源汽
车、电子信息、生物医药、食品、材料制造、机
电制造等多个主导产业。

据了解，南昌市今年出台了《南昌市博士
后管理工作实施细则》，进一步规范博士后工
作的管理，并对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加大资助
力度，增加了对博士后研究人员的生活补助，
补助标准为每人每年 3 万元；对获省级以上
科研项目资助的，市级按1∶1比率给予配套。

安义“星级”建筑工地不扰民
本报安义讯（通讯员帅如琼）11月28日

上午，家住安义县景苑小区，因腿骨折在家休
养数月的杨阿公下楼，来到小区后惊讶地发
现，这里居然静悄悄地盖起了10多栋楼房。

安义县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站长杨伶介
绍，该县在建筑企业中开展“星级”工地评
选。建筑企业在划定的区域摆放各种材料，配
备了自动冲洗平台、防尘的雾炮机、环境监测
仪及楼层喷淋降尘等设备。出入口的主干道
全部硬化，裸露的松土及时覆盖。工地大门两
边围挡上装有喷淋设备，环境检测仪公布
PM2.5、PM10、噪音等实时数据。安义县开展
的创建“星级”工地活动后，成效显而易见。在
南昌市每月全市建筑工地管理督察考核中，今
年前10个月安义县有5个月排名第一。

本报南昌讯 （记者范志刚）文明城市
创建工作，需要凝聚广大人民群众的合
力。11月 28日，南昌市召开新闻发布会，
对外公布《南昌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以
下简称《条例》）将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
行。由此，南昌市民的文明行为就有了专
门的地方性法规进行规范。当天，该市还
向全体市民发出了《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倡
议书》，号召市民广泛支持、积极参与、大
力宣传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进一步巩固全
国文明城市建设成果。

2015 年，经过 10 多年坚持不懈的努
力，南昌市被授予第四届全国文明城市称

号，荣获了我国目前城市文明建设的最高
荣誉。虽已获得全国文明城市称号，但创
建工作却永无止境。创建成功后，该市立
即启动《条例》的立法工作，希望通过立法
的方式来固化创建经验，推进文明城市建
设走上法治化、常态化轨道。今年 8月 28
日，《条例》在南昌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
十六次会议上获得通过，并于 9月 30日获
得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批准。

据了解，《条例》采用章节相结合的体
例，共 6 章 46 条，为南昌市民的日常行为
确立了一系列文明规范。其中，第一章为
总则，主要明确了立法目的、适用范围、基

本定义、工作机制、职责分工等内容；第二
章为文明行为规范，主要从倡导和禁止两
个方面对文明行为进行了规定；第三章为
鼓励与支持，主要对国家鼓励、社会认可
的文明行为进行明确倡导，从制度上明确
应当对在创建文明城市和推进公民道德
建设过程中涌现出来的见义勇为、扶贫济
困、志愿服务、无偿献血等个人和组织给
予鼓励、支持，进一步发挥先进典型的导
向作用；第四章为保障和实施，集中规定
了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在文明行
为促进工作中应提供的必要保障及应承
担的具体工作职责，并在投诉举报、不文

明行为曝光和检查考核等方面进行了具
体规定；第五章为法律责任，规定了对违
反《条例》规定的各种不文明行为，应给予
的处罚措施；第六章为附则，规定《条例》
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文明创建为民利民，文明城市共建共
享。11月28日，为进一步巩固文明城市创
建成果，该市还向市民发出《共创全国文明
城市倡议书》，号召大家“从自身做起，支持
文明城市创建；从现在做起，参与文明城市
创建；从身边做起，宣传文明城市创建”，共
同为建设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
人民满意的“天下英雄城”而不懈努力。

立法规范文明行为 倡议市民广泛参与
《南昌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明年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