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杨小军报道：在广信区南乡丁溪

河中段———应家乡东圩村中滩自然村东头， 近日

发现有一条始建于清朝康熙末期的古老河堤，全

长

270

余米，层高

13

米，底宽

15

米，顶宽约

4

米。

300

多年来，它以巨大的身躯、上乘的品质、坚强

的毅力承受着河水的浸泡，风浪的冲刷，虽然满目

疮痍，但风骨犹存。

据史料记载，康熙二十三年

(1684

年

)

十月至

四十六年

(1707

年

)

，康熙帝曾六次亲自视察河工，

指授治河方略， 对治河起到领导与指导的重大作

用。 应家人龚以成率祖孙三代建造中滩“ 大东头”

河堤的治水工程， 就发生在康熙高度重视治理河

水的那个年代。中滩“ 大东头”河堤工程的规模、等

级，就全国而言，只是沧海一粟，但在当地还算得

上是一项不小的工程。 河堤总工程量土石方

3

万

余方，其中浆砌石方少算也有

4000

方。 按龚以成

率全家族老少三代

16

个壮劳力，号称“ 十六条扁

担”，干了

3

年的工作量计，每个劳力平均要完成

1875

方，每人每年要完成

612

方，在那没有挖掘

机、推土机、抽水机等机械作业的年代，完全靠一

双手、两个肩和一条扁担完成。

据悉， 中滩古堤堪称水利奇观， 引起广信区水

利、文物等部门以及当地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并

为古堤立碑命名，同时建造纪念亭，以示铭记历史。

上门发放失能人员护理器械

我市医保部门赢好评

女童外出找爷爷走失 百余人冒雨通宵搜寻找回

万年一爱心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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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骑车玩手机追尾大货车

消防成功救援

应家发现三三多年前古河堤

男子生产毒豆芽卖了八万元 被判十倍惩罚性赔偿

小偷自恃从未被人追上过入室行窃 民警冲刺擒获

本报讯 邹洋 记者杨小军报道：

1

月

31

日，万

年县政协委员、红万年大酒店总经理张鹃一行，携

爱心物资来到青云镇荷塘村， 为该村贫困户们送

上春节前的温暖与祝福。

送物资、话家常、献祝福，在青云镇荷塘村村

委会，张鹃一行为在场贫困户逐一送上爱心物资，

鼓励他们保持乐观生活态度， 把日子越过越好。

“ 提前祝你新年快乐！”“ 谢谢，新年快乐！”现场，爱

心企业与贫困户互道春节祝福，气氛温馨融洽。

“ 回馈社会、关爱社会是我们企业应尽的责任，

此次爱心帮扶活动也是想在春节前为贫困家庭送去

我们的温暖和爱心，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希望对他们

有所帮助，祝福大家能过个美满、幸福的新春佳节。 ”

张鹃表示。 据了解，此次爱心企业慰问活动，共慰问

了

68

名贫困户，分别给他们送上了牛奶、大米、水果

等生活物资，价值两万余元。 期间，张鹃还给青云镇

荷塘村委会送上慰问金，助力村集体经济发展。

贫困户领取爱心物资

本报讯 盛天敏 记者杨小军报道：

2

月

2

日，

市医疗保障局、 市医疗保险局工作人员来到信州

区沙溪镇青岩村， 上门向第一批享受长期护理保

险待遇的失能人员发放护理器械。

工作人员首先来到沙溪镇青岩村，向娄东华、

娄光华、娄毫富等失能人员发放了家用移位机、轮

椅、护理床、坐便椅等护理器械，向其家属耐心讲

解护理器械的使用方法，鼓励他们要树立信心，克

服困难，勇敢自信地面对生活。“ 感谢党和政府，你

们的服务细心周到， 还把我们需要的辅具直接送

到家中。有了家用移位机，娄东华和我们的生活就

方便多了，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娄东华家人收到

璟福器械工作人员送的辅具后激动地说道。

据悉， 此次活动是针对失能人员对辅具的依

赖，在提供长期护理服务的基础上，通过长期护理

保障基金向器械租赁公司租赁了失能人员所需辅

具，免费给失能人员使用。 截至目前，信州区已有

800

余人享受长期护理待遇， 第一批需要器械发

放的失能人员有

60

余户， 年前可全部发放到位。

此次辅具送上门活动满足了失能人员对辅具的个

性化需求，为他们的生活带去了实实在在的方便，

赢得了失能人员及其家属的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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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谢林丰 记者杨小军报道：

1

月

26

日

晚，玉山县冰溪镇人民大道往高速路口方向，一名

女子因骑电动车玩手机， 直接追尾前边一辆满载

货物的集装箱货车，致使该女子被卡住无法动弹，

牙齿还被撞掉一个，不时发出痛苦的声音。

玉山县怀玉山大道消防救援站接到报警后，

迅速出动

1

车

7

人前往现场处置。经侦查发现，该

辆电动车插入货车底盘底部， 货车后保险杠与电

动车车头死死卡住。 消防指挥员根据现场情况立

即下达救援指令，先将电动车车轮气全部放掉，随

后利用液压顶升工具组将货车后保险杠向上顶

起，将电动车向后拉出，随后将受伤女子抬出并交

于医护人员。据了解，当时该辆满载货物的集装箱

货车司机打了双闪灯， 将车子停在路边打电话问

路，而骑电动车女子好像在玩手机，只听到“ 咣当”

一声就撞上来了。

本报讯 记者杨小军报道：鄱阳县人民法院

近日对生产毒豆芽被告人邓某判处有期徒刑两

年，罚金

20

万元，没收非法所得

8

万元。支持该

县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请求： 判令邓某支付其

生产、销售的有毒有害豆芽制品价款

10

倍的赔

偿金，计人民币

80

万元，并通过媒体向社会公

开赔礼道歉。

去年

6

月

30

日，鄱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

该县某农贸市场的黄、绿豆芽进行抽检，从一个

抽检样品中发现豆芽含有

4-

氯苯氧乙酸钠成

分。

4-

氯苯氧乙酸钠属于国家禁止添加的有毒

物质，该县市管局在溯源调查中，在生产商邓某

的作坊里再次检测出含有

4-

氯苯氧乙酸钠成

分的豆芽，遂将邓某扭送到公安机关。随后公安

机关在邓某的作坊内， 发现了用于豆芽生产的

增白、增产、去根等多种非法添加剂。

去年

7

月下旬，应公安机关邀请，该县检察

院

3

名检察官提前介入该案， 通过阅卷以及与

办案人员沟通， 检察官提出了

3

条意见引导侦

查：一是查清邓某添加的有毒有害添加剂来源，

二是查清邓某从何时开始使用有毒有害添加剂

并核实涉案金额， 三是查清豆芽零售商是否知

道邓某使用了有毒有害添加剂。

经查实：

2009

年下半年开始， 邓某开始在

自己家中生产加工豆芽， 为了使自己生产出来

的豆芽外观好看、产量高、不易腐烂。

2017

年以

来，邓某多次向微信名为“ 豆芽”的网友购买无

根粉、增白剂、增粗剂等非法添加剂对豆芽进行

加工，并销售给县城某菜市场的摊贩，销售金额

8

万元左右。

鉴于邓某生产、 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具有

极强的警示教育意义， 该县检察院不仅派出了

检察长作为公益诉讼起诉人， 而且在庭审时邀

请了该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办案机关执法人

员、生产豆芽商贩庭审观摩。 庭审过程中，被告

人邓某对检察机关刑事指控和民事公益诉讼诉

求所进行的举证、 质证无异议， 并自愿认罪认

罚，服从判决结果不上诉。

“ 罚金

20

万元，收缴违法所得

8

万元，赔偿

80

万元，加起来就是

108

万元，还要坐牢两年，

我的天哪，这是要倾家荡产的节奏啊，看以后谁

还敢往咱们老百姓食品里放有毒有害的添加

剂！ ”走出法庭，人民陪审员李贵芳对检察官说

出了他的感想。

1

月

26

日下午，检察官和市管局工作人员再

次来到某农贸市场进行食品安全检测和法制宣

传。“ 这几年，检察官配合我们在守护群众舌尖上

的安全工作中下了大力气， 今天上午的庭审给大

家带来了很大的震撼。春节临近，咱们要更加努力

维护市场秩序，保证老百姓吃得放心啊！ ”该县市

管局执法大队主要负责人大声招呼他的队员。

本报讯 卲德初 记者杨小军 实习生何欣

洁报道 ：

1

月

27

日 ， 德兴市龙头山乡东坞

村贫困户姜龙根的

7

岁女儿从家里走失 ， 一

时牵动了当地乡村干部、 派出所民警 、 蓝天

救援队员以及附近村民的心， 大家组成百余

人的搜寻队伍 ， 分成多组通宵达旦持续作

战 ， 最终将走失

20

余小时的小女孩安全送

回到其父母怀抱中。

据了解， 当日

15

时左右， 龙头山乡东坞

村贫困户姜龙根分别向当地派出所和村委会求

助， 称他

7

岁女儿于当天中午

1

时许突然不见

了。 村干部通过调取公共视频， 发现小女孩独

自一人走出了村子， 据此分析孩子可能在村子

附近。 由于姜龙根系贫困户， 村干部立即将情

况向乡里主要领导进行了汇报。

得知情况后， 龙头山乡党委、 政府高度重

视， 立即组织乡村干部“ 六护” 队员和派出所

民警等展开地毯式寻找。 由于情况紧急， 很快

德兴蓝天救援队也派出队员加入到寻找队伍

中。 一支

100

余人临时组成的寻人队伍兵分多

路， 沿着村子周围以及附近的田地、 山林进行

寻找， 一直寻至当天

17

时许， 仍未发现小女

孩踪迹。

天色越来越暗， 又下着小雨， 走失小女孩

的安危牵动着大家的心， 很多人顾不上吃晚饭

继续寻找着， 当地一些村民也纷纷主动加入到

寻人队伍中。 雨后的山路很滑， 而且晚上又很

冷， 但大家克服困难， 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就

是尽快找到走失小女孩。 大家走遍了附近的一

个个山头、 一块块田地、 一条条小溪， 一直忙

乎到天亮， 但还是没有发现走失小孩的踪迹。

1

月

28

日早上， 经过一晚上的寻找， 搜

寻人员已经疲惫不堪， 但是他们顾不上休息，

匆匆吃点早饭又继续寻找， 而且将寻找范围向

外延伸。 上午

9

时左右， 龙头山乡东坞村党员

汪樟礼、 刘君元来到距离小女孩家

1.5

公里外

的一处小山进行寻找， 当他们来到山脚下时看

到， 一位年近八旬的村民毕香珠身边有个小女

孩。 汪樟礼一眼就认出， 该小女孩正是贫困户

姜龙根走失的

7

岁女儿。

事后， 据他们了解， 原来， 毕香珠当天早

上去地里干活， 突然发现一个正在哭泣的小女

孩， 而且小女孩浑身湿透。 毕香珠赶紧将小女

孩搂在怀里， 帮她取暖。 由于老人年龄大了，

没力气将小女孩抱回家， 而且老人也没有电话

联系外界， 只好将小女孩抱在怀里坐在路边等

待救援。 正好遇上了前来寻找的汪樟礼和刘君

元， 毕香珠老人见此也松了一口气。 走失

20

余

小时的小女孩终于找到了， 至此， 整个寻找工

作圆满结束。

据了解， 走失小女孩今年

7

岁， 事发当天

13

时许， 她出门找在外干活的爷爷， 未曾想

在找爷爷的过程中， 竟然迷路了， 所以在野外

度过了一个漫长的夜晚。

�

走失的小女孩被找回

大家冒雨进山搜寻

“ 柯警官， 快！ 他往那条路跑了！” “ 给

我站住 ！ 你跑不掉的 ！”

1

月

21

日

22

时

31

分， 玉山县公安局怀玉派出所接到群众报案

后， 仅仅用时

4

分

28

秒， 就成功将一名入室

盗窃犯罪嫌疑人擒获。

当日晚上

10

时多， 玉山县怀玉乡， 怀玉

派出所边上的一户人家， 户主在邻居家串门，

家中只有女儿在卧室里睡觉。 突然， 女孩听到

动静， 从被窝里探出头来一看， 当场吓得魂飞

魄散， 随即在床上吓得瑟瑟发抖。 借着窗外的

月光， 她看到有个人影进到她的卧室， 而那个

身影陌生， 绝对不是她的父亲。 过了一会， 那

个人影悄悄退出了房间， 女孩赶紧拨打父亲的

电话， 说家里进贼了。

“ 喂， 派出所吗？ 有人到我家偷东西， 对，

就是刚刚！” 女孩的父亲接到女儿电话后， 赶

紧从邻居家往家中跑， 同时不忘打电话报警。

“ 别跑！ 你谁， 找死啊！” 女孩父亲刚到家门

口， 就看到了一条人影从自己家出来， 当即喝

止。 人影见被发现了， 提速疾跑， 女孩父亲追

了一段路， 根本跑不过那个人。 正在这时， 怀

玉派出所民警火速赶到。 从接警到与女孩父亲

汇合， 大约

2

分钟时间。 女孩父亲赶紧给民警

指路， 说窃贼往小路跑了。

民警毫不犹豫奋起直追， 很快就发现了一

道正在逃跑的身影。 旋即， 民警将奔跑速度提

至极限， 赶上人影， 往前飞扑， 将窃贼扑倒在

地， 控制住擒获！ 迅疾赶来支援的民警看了一

眼手机， 后又回所核对了接警电话的时间， 抓

获该小偷， 从接到报警到擒获， 时间仅为

4

分

28

秒！

“ 干什么？ 为什么抓我？” 窃贼是一名

50

多岁的男子， 被抓后仍很嚣张， 竟怒问民警凭

什么抓他。 “ 抓的就是你！” 女孩父亲随后赶

到， 看清楚了窃贼的面目。 原来该小偷是樟村

镇的周某， 其盗窃前科累累。

经带回公安机关讯问， 周某无可抵赖， 如

实供述了自己入室盗窃的犯罪事实。 经查明，

犯罪嫌疑人周某， 无业。 案发当晚， 他从樟村

镇来到怀玉乡， 伺机作案。 正所谓贼胆包天，

他竟然选择在怀玉派出所边上的一户人家作

案。

据周某供述， 他是从受害人家的窗户进入

的， 凭着力气大， 直接掰开窗户的钢筋条。 进

入屋内， 在一楼翻找了一圈， 没发现有值钱的

东西， 于是溜到二楼进入一个房间。 朦胧中，

他看到房间的床上有个人在睡觉， 被子好像在

抖动， 他感觉那睡觉的人应该是醒的， 不敢太

过嚣张， 悄悄退出了房间。 想起“ 贼不走空”

的行话， 他虽然感觉到危险， 但还是觉得要搞

点什么东西走才好， 于是在屋内其他地方又找

了一会， 最后偷了受害人家的几个口罩， 退出

去的时候， 正好碰到了赶回家来的女孩父亲。

“ 我身体素质很好 ， 没几个人跑得过我

……唉！ 毕竟你们年轻， 能够这么快追到我，

我认栽。” 犯罪嫌疑人周某哀叹道， 说一直很

自信自己的逃跑速度， 以前作案从来没有被人

追上过。 目前， 犯罪嫌疑人周某已被公安机关

依法刑事拘留。

（吕荣飞 李俏文 本报记者 杨小军 文

/

图）

犯罪嫌疑人周某被抓获村民家窗户的钢筋被小偷用手掰开

执法人员将毒豆芽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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