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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夏亮红 通讯员
王雪贞）昨日，记者从京珠高速广珠段
有限公司获悉，京珠高速中山城区收
费站入口扩建工程已顺利完工，增设
的三条从城区驶入高速的入口车道
中，一条人工发卡车道已投入使用，两
条 ETC专用车道设备正在紧张安装
中，近期也将投入使用。

中山城区收费站位于博爱七路，

是中山市境内车流量最大的高速公路
收费站。据城区收费站站长雷志亮介
绍，在未扩建前，该收费站共有 13条
闸道，4个入口车道，9个出口车道，但
该收费站每天出入的车流量超 4万辆
次，同比呈现两位数的增长，已经达到
饱和状态，无法满足车辆出入的需求，
尤其在下午 5点-7点之间的高峰期，
进入高速公路出城的车辆需要排队近

20分钟，给很多市民带来了困扰。为缓
解这一现状，京珠高速于 2018年底在
中山城区收费站开始实施扩建工程，
对收费站入口增加三条车道，对匝道
及广场进行加宽。

今年，由于雨水较多，对土方填
筑施工十分不利。京珠高速养护与
机电人员团结协作，克服了工期紧、
任务重、车流大等困难，提前 96天完

成扩建工程。施工完成后，收费站广
场比原来增加了近 5000 平方米，极
大地改善了中山城区收费站的车辆
通行能力。

据悉，下一阶段，京珠高速将结
合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相关安
排，加快推进 ETC 专用车道的升级
改造工作，进一步缓解收费站交通
拥堵情况。

本报讯 （记者 李丹丹 见习生
文露漪 ）博爱路银通街立交工程已经
完成总工程量的95%，现在已经进入下
穿隧道装修阶段，并将于10月份通车。

记者昨日下午来到博爱路-银通
街立交工程施工现场，现场 50多名工
人正在进行紧张的施工中，其中下穿
通道南半幅已经搭起龙骨架，准备安
装大理石和壁画，通道中间的围墙也
正在砌起，北半幅施工工人正在准备
墙面的装修工作。

博爱路为中心城区东西向交通城
市主干道，这条贯通城市东西两端的
交通大动脉。随着博爱路-银通街立交
工程及博爱路-翠景道立交工程施工
加快，未来博爱路将全线立交化。两项
工程完工后，博爱路将实现全线东西
向通行无红绿灯限制。

博爱路-银通街立交工程位于博
爱四路与银通街、兰桂路交叉口处，此
立交工程采用博爱路下穿银通街，涉
及改造范围包括交叉口中心往西约
470米、往东约 570米、往北约 75米、往
南约 76米，工程全长 1040米，施工长
度为 820 米，其中下穿地道段长 240
米，暗埋段长度为52米，下穿地道部分
双向6车道。

博爱路-银通街立交工程施工现
场负责人黄修庞介绍，博爱路-银通街
立交工程现在已经进入通道内部装修
阶段，通道内的墙体上将采用中山本
地标志性建筑作为装饰元素，如菊花、
摩天轮、孙中山铜像等。正在完善照明
工程、交通工程、绿化工程等，计划在
今年10月份通车。

本报讯（记者 卢兴江 通讯员 李
蕾 ）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佳节即将到
来，昨日中山市看守所在监区内举办了

“月圆中秋 情暖高墙”在押人员中秋亲
情座谈会，约 60名服刑人员与家人团
聚，共叙亲情。

座谈开始前，在押人员家属在民警
的引领下参观了法制宣传展板和在押
人员生活区，家属直观了解在押人员在
看守所的生活情况。

据了解，近年来，市看守所不断创
新教育感化方法，强化教育手段，积极
引进社会资源进高墙对在押人员进行
帮教，成效显著。今年是连续第八年举
办类似中秋亲情活动，看守所希望通过

这样的活动更好地帮教在押人员积极
改造，尽快回归社会，做一名“知法、懂
法、守法”的好公民。

活动现场，管教民警、在押人员及
家属一起合唱了《我和我的祖国》。

此外，今年，市看守所还搭乘“智慧
新监管”的快车，在“粤省事”平台上推出
了家属会见预约、网上预存顾送款的业
务，方便了家属与在押人员的联系；引进
社工、专业心理机构为在押人员重建心
理健康体系，先后开展了“在押人员爱心
帮扶基金”“向日葵爱心之家”“阳光课
堂”“文化进高墙”“中秋、六一亲情座谈”
等活动，以此唤起在押人员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及对未来生活新的希望。

本报讯（记者 徐世球 通讯员 黄
美霖）在城轨中山站，一个标有“食安小
站”字样的可移动式集装箱摆放在出站
口至公交车站过道的空地上，七八平方
米的空间，内设空调冷气，旅客可以在
休息片刻的同时顺便了解关于中山美
食的有关情况。9月10日，记者从市市场
监管局获悉，该集装箱是市食安办于 8
月底至 10月期间举办的食品安全文化
巡展活动，由于前期展出效果较好，市
食安办正考虑将限期巡展变成常态化。

9月10日上午，记者在中山站看到，
“食安小站”位于显眼位置，旅客出站后
往前走十几米就能很清楚地看到。长方
形，外面装饰清爽，内设空调，摆放食品
安全宣传单张，视频播放食安宣传片，为
进出站候车的市民提供最佳候车地点。

市市场监管局食品安全总监马杰
介绍，为普及食品安全科学知识，营造
浓厚的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氛围，食品安
全文化巡展活动第一站安排在中山站
举办。

据悉，“食安小站”主要宣传四大主
题，一是“食安中山十二时辰”及中山美
食地图，介绍我市美食文化，传承中山
味道。二是食品安全监管成效，总结中
山食品安全监管全维度防控，让市民放
心买、放心吃，并提出未来工作计划，落
实党政同责，推进全程监管，实现共治
共享良好氛围。三是食品安全知多D，宣
传外出就餐、购买食物、食物保存、预防
食物中毒等实用性高的食品安全知识。
四是破解谣言，破解近期热门的食品安
全谣言，传播正确的食品安全知识。

普及食品安全知识，营造社会共治氛围

“食安小站”城轨中山站“迎客”

本报讯（记者 晏飞 通讯员 钟嘉
妍 武秋凤）9月 10日上午，中山火炬职
业技术学院在校体育馆举行 2019年新
生开学典礼，并欢送今年28名新兵。

在开学典礼现场，该校还为应征入
伍的大学生举行了欢送仪式，佩戴“光
荣入伍”红花的大学生新兵个个英姿飒
爽。据介绍，今年火炬职院报名应征学
生有 1214人，经层层选拔，确定 28人为
2019年新兵。这相当于43选1，竞争之激

烈可见一斑。
新兵代表谢迪说：“穿上军装是我

从小至今的梦想，军人肩上的担子很
重，我为能够为祖国和人民承担这份责
任而骄傲！”一位新兵家长表示，人民军
队是一所大学校，孩子们虽然远离父
母，远离家乡，但在新的环境中，可以学
习政治、军事和文化知识，学会许多做
人的道理，学到许多社会上和家庭中学
不到的东西。

新生入学时 新兵踏征程
火炬职院昨举行新生开学典礼，并欢送28名今

年应征入伍的同学

中秋节即将到来，市面上中秋花灯已经热销。昨日记者在黄圃镇南边街看到，
几家文具店门前都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灯笼，不时有市民前往选购。据商家介绍，动
物和卡通人物造型的灯笼最受欢迎，今年是猪年，“小猪佩奇灯”卖得特别好。

本报记者 缪晓剑 摄

佳节倍思亲 亲情不缺席
市看守所举办在押人员中秋亲情座谈会

9月10日，市看守所在监区举办了在押人员家属中秋亲情座谈会，共有在押人
员及其家属共200人参加。 本报记者 缪晓剑 摄

中秋佳节临 花灯卖得俏

生日在“十一”结婚也在“十一”
火炬开发区医院医生刘新建与“国庆”缘分不小，这也成为他救

死扶伤30载、不忘初心做良医的动力

时间来到2016年，刘新建因工作
调动来到中山，妻子则继续在厦门工
作。每到国庆节，分居两地的夫妇利
用国庆假期短暂重逢，并一起庆祝这
个特殊的节日。

对于刘新建来说，来到中山以后
在工作上收获了很多感动，其中最为
感动的一次发生在2017年。

2017年，年过半百的刘新建主动
申请到贫困的昭通市大关县支医。刘
新建记得，当时在大关县有位老太
太，因患急性心肌梗塞而出现了三次
心脏停跳，出现生命危险。

刘新建等医务人员在有限的条件
下对老太太开始诊治，与死神争分夺
秒。“这是一场豪赌，赌赢了老人家就

能被抢救回来，赌输了相关医护人员
可能要背负责任。”经过一番努力，老
太太顺利渡过了休克和心律失常两个
危险关口，平安出院回家。

后来，老太太家属还得知，早在
来到大关县的第五天，刘新建的左手
就不慎摔骨折了，打了一个骨折支架
后又继续坚持开展扶贫工作。为此，
老人儿子专门给刘新建写了一封感
谢信。

现如今，仍能在刘新建的左手上
看到因伤留下的两个小坑，一到刮风
下雨，他的左手就会疼痛难忍。

可即便在自身受伤的情况下，刘
新建还提出将原本在大关县支医的
时间从一年延长到一年半，“我觉

得，大山里更加需要好医生，所以我
想尽所能为他们多做点事情。”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刘新
建计划和毕业 30多年的老校友一起
回母校聚聚，一起观看阅兵仪式，感
受祖国的沧桑巨变。

见习记者 李鑫

9月 6日上午，火炬开发

区医院体检中心。内科主任医

师刘新建正为前来问诊的患

者答疑解惑,接待了一个又一

个患者。

1965年10月1日出生的

刘新建，已经在医院工作 30

年，救死扶伤无数，还主动申

请到贫困的云南省昭通市大

关县支医。今年，他负责中山

市征兵体检的总检，以高标

准严要求为国家筛选军事人

才。刘新建希望，祖国越来越

强大，医疗条件能够越来越

好，人民的健康能得到更大

的保障。

■国庆日也是结婚纪念日

1992年，刘新建与相恋 8年的女
友步入婚姻殿堂，两人还特意选择在
10月1日去注册结婚。至此，10月1日
对刘新建来说又多了一层意义，这一
天不仅仅是祖国和他的生日，也成了
他和爱人的结婚纪念日。

结婚后，刘新建两夫妻连续好几

年都会挑在国庆那一天，专门去照相
馆里照一张照片，也见证了照片逐渐
从黑白变成了彩色。

刘新建记得有一年国庆节，两人
去拍照的时候穿得都很正式。“当时
我穿了一身西装还打了领带，我爱人
则是穿了一袭粉色婚纱。”刘新建回

忆道，“这在当时是很时尚的。”
婚后一年，两人的儿子也出生了，

两夫妻每次拍照的时候都会带上儿
子，留下一张张全家福。回想起当年的
甜蜜事，刘新建的嘴角止不住地上扬，
并说：“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物质条
件好了很多，想什么时候照相都行。”

■“大山里更需要好医生”

■名字带有时代烙印

1965年 10月 1日，刘新建出生
在河南开封的一户家庭里，共有兄
妹 4人，刘新建是第三个孩子。那个
时候他叫“刘国庆”，“国庆”这个名
字一直跟随到他上小学。虽然后来
正式更名为“刘新建”，但家里人还
是习惯叫他“国庆”。

虽然与祖国同一天生日，但刘
新建小时对此感受并不深刻。当时
由于物质匮乏，小孩子过生日最多
吃个煮鸡蛋。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
长，刘新建才逐渐理解到“国庆”背
后的深层含义。

1984年，高中毕业后的刘新建
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中国人民解放
军第一军医大学，即如今的南方医
科大学。“我们那个年代每个人都有
一个军人情结，当时最流行的服饰
就是穿一身军装，绿上衣配蓝裤子，
脚上再蹬一双解放鞋。”刘新建道出
考军医大学的原委。1989年，大学毕
业的刘新建又回到了河南开封，在
解放军155医院正式参加工作。

博爱路-银通街立交拟下月通车
现在已经进入下穿隧道装修阶段

高速城区收费站新增3条入口车道
目前已完工，近期将全部投入使用

9月10日，工人在对博爱路-银通街立交下穿通道进行内部装修施工。
本报记者 缪晓剑 摄

刘新建接受记者的采访。 本报记者 孙俊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