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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

我市工业产品近 3 年平均合格率

我市集中销毁假烟、走私烟
本报讯（记者 谭智鹏）昨（15）日，乐山市烟草专卖局联合各区县烟草
专卖局开展系列法制宣传活动，并对往年查扣假烟、走私烟进行销毁。
执法人员耐心为群众答疑释惑，媒体同步采访报道……普法宣传现
场，各县（区、市）烟草专卖局通过设置宣传点、流动宣传车等方式，开展法
律咨询、真假卷烟识别等活动，有效营造出
“守护安全，畅通消费”的良好氛
围。同时，全市集中对往年查扣的假烟、走私烟进行了公开销毁。据统计，
全市共销毁假烟、走私烟 167.156 万支。

检查
市市场监管局
开展“3·15”市场专项检查

本报讯（记者 甘国江）昨（15）日，记者从乐山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获悉，我市工业产品合格率近年来稳中有升，尤其是近 3
年来进步快速，
其平均合格率已位居全省第一位。
据四川省市场监管局发布的抽查情况通报显示，我市 2020
年共抽查工业产品 831 批次，批次合格率为 94.9%，位列全省第
二。其中流通领域抽查成品油、学生用品、消防产品、电线电缆
等 466 批次，不合格发现率为 6.4%；制造业抽查陶瓷、电机、危
化品、农资产品等 362 批次，抽查合格率 97%；电商领域抽查纸
品 3 批次，合格率 100%。综合 2018-2020 年抽查情况，我市工
业产品这 3 年平均合格率为 95.3%，
位列全省第一。

揭牌
乐山市消委会
乐山移动消费维权工作站成立
本报讯（记者 甘国江）昨（15）日，乐山市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乐山
移动消费维权工作站在中国移动乐山分公司正式揭牌成立。
据悉，成立消费者维权工作站旨在发挥企业消费维权第一责任人的作
用，从源头上重视消费者权益，保护消费者利益。同时通过宣传国家保护
消费者权益相关的法律法规，积极开展咨询服务、普及消费常识等。截至
2020 年底，我市各级消委会已建立消费维权工作站 117 个，为消费者提供
各类咨询 1400 余件，处理消费者投诉 370 起，成为我市延展消费者维权网
络，建设多元共治消费维权体系，
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重要支撑。
又讯（杨方芳 记者 张斯炜）接受群众咨询投诉，普及假冒伪劣产品鉴
别知识，集中销毁假烟……昨（15）日，五通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区消委
会会同相关单位企业开展了以“守护安全 畅通消费”为主题的“3·15”国际
消费者权益日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发放各类消费者宣传资料 2000 余份，
现场接受消费者投诉咨询 2 起，区消委会还对新建立的乐山市保护消费者
权益委员会“五通移动消费维权工作站”现场授牌。据悉，这是五通桥区首
个
“移动消费维权工作站”。

霜叶红于二月花
——读朱可嘉长篇小说《红叶飞舞》
程川

出炉

我还是文学青年的时候，就知道朱可嘉，零星地读过他的文章。后
来，他向我寄来了《通讯员之友》，他对基层作者的关注让我在苏稽乡下
激动了好一阵，这才知道他是《乐山日报》的编辑、记者，但一直无缘与
他谋面。

“满意”！

我市 2020 年市民质量满意度测评结果出炉

本报讯（记者 甘国江）昨（15）日，记者从乐山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获悉，2020 年我市市民对质量满意度总体评价为 87.55
分，达到“满意”水平。这也标志着我市实现了市民质量满意度
连续四年提升。
此次测评系根据“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城市”创建工作要求，
由市市场监管局委托第三方机构组织开展，测评范围涉及市民
对产品质量、工程质量、服务质量等的满意度以及对乐山创建
“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城市”的知晓度和参与度等共 8 个项目、32
个指标，共采集有效调查样本 3105 个，收集汇总各类市民意见
与建议共计 540 条。

3·15

本 报 讯（记
者 甘国江 摄影
报道）昨（15）日，
乐山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开展了
“3·
15”
市场专项检查，
重点对冷链食品和
日 用 品 进 行 了“ 双 随
机”
抽查。
在乐山王府井购
物中心、中心城区长江
市场，执法人员仔细查
看了冷链食品的进货
来 源 、检 测 报 告 等 资
料，重点检查了产品来
源是否正规、是否拥有
产品检验合格报告、是
否明码标价等。

畅通消费

检查冷链食品批次是否与检测报告一致

守护安全

销毁假冒伪劣卷烟现场 市烟草专卖局供图

位列全省第一

提醒
不购买
“三无”
产品
办理预付卡时，不要一次性充值较大金额

这些消费提示你得知道

本报讯（记者 甘国江）针对当前消费热点，乐山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发布了
“3·15”
消费提示。
加强常态化疫情防控，注重食品安全。消费者在选购食品
时，要注意认真阅读食品外包装的生产日期等信息，不购买无
生产企业名称、无生产日期、无出厂地址的“三无”产品。同时，
要谨慎购买进口冷链食品。
警惕预付式消费陷阱，注重理性消费。办理预付卡时，不
要一次性充值较大金额。
落实长江“十年禁渔”令，注重绿色消费。广大消费者和经
营者要严格落实“八个严禁”，自觉做到不采购、不加工、不售
卖、不购买、不食用来自长江流域和自然水域的“河鲜”
“江鲜”
“野生鱼”
“野生河（江）鲜”等非法捕捞渔获物，形成全社会共同
支持、参与长江
“十年禁渔”
的社会共治氛围。
当前，市场监管部门正在开展“春雷行动 2021”暨冷链物
流疫情防控专项行动。
广告

四川购彩者中出 1 注超级大乐透
一等奖 799 万元
3 月 13 日晚超级大乐透第 21027 期开奖，中奖号码为“09
21 22 26 30 + 04 12”。本期开出一等奖基本 10 注每注 799 万
元，河北 2 注、内蒙古 2 注、吉林 1 注、福建 1 注、四川 1 注、贵州 1
注、云南 1 注、新疆 1 注，
追加 1 注每注 639 万元，
河北 1 注。
据检索，四川一等奖由南充市仪陇县新政镇康宁路 2 段
2 号附 4 号网点编号为 5113070492 的体彩销售点售出。本
期开奖后，11.37 亿元滚存至 3 月 15 日（周一）开奖的第 21028
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期为 2021 年 5 月 12 日，省体彩中心温馨
提示中奖购彩者：请妥善保管中奖彩票并尽快前往成都市洗面
桥街 33 号四川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领取奖金。
乐彩

《红叶飞舞》封面

他仍坚持用笔写作
真正的走近和接触朱可嘉是在多年后的夏天，我有幸参与了他
的长篇小说《红叶飞舞》的编校工作；当我手捧他誊写得工工整整的
一叠手稿，感到沉甸甸的；在电脑写作几近普及的今天，他仍以持笔
的方式爬格子，
并乐此不疲。
已出版诗集《心声》、散文集《多彩的琴弦》
《守望明月》和杂文集
《海棠随笔》的朱可嘉从报社退休后，在坚持笔耕的同时，还到市老
年大学学习。老年大学丰富多彩的学习生活，使他萌生了创作的冲
动。在经过长达一年多的伏案创作之后，长篇小说《红叶飞舞》终于
成书，
于 2019 年金秋时节由中国文化出版社出版。
老年大学里红叶飞舞、余晖灿烂
老年大学是一条富有的河，流淌着快乐、健康和幸福；老年大学
是一所别样的家，有老树新枝的蓬勃、有红叶飞舞的美丽、有落日余
晖的灿烂。
《红叶飞舞》以纪实的手法、传记的色彩、优美抒情的叙事
语言，通过华安老年大学交谊舞班学员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展示
了一批具有不凡经历的老年大学生新的人生一页。小说着力刻画
了夏荷、李非农、温暖、王玉珏、秋实、上官兰等众多性格鲜明的人物
形象，
讴歌老有所乐、
老有所学、
老有所为、
老有所养。
系统地介绍这样一部大部头，非我、非本文所能，幸好有晋人陶
潜“读书不求甚解”一说壮我之胆。在一味追求故事阅读快感的一
些读者看来，这部洋洋洒洒长达三十多万字的小说，故事情节不够
曲折、人物矛盾冲突不够激烈、叙事结构略显拖沓。本书作者以娴
熟的文笔、细腻入微的人物及心理刻画弥补了这些不足，让广大读
者在阅读《红叶飞舞》的过程中，始终被浓浓的暖意所笼罩；这正是
由作者的艺术审美取向所决定的，本书的主旨不在于满足一些读者
的猎奇心理，在作者的笔下，纵使那些不堪回首的苦涩记忆，也泛着
淡淡的馨香。全书唯一一个算得上反面人物的梁白，作者也将他勾
画得温文尔雅。本书第六章、第二十三章对夏荷及上官姐妹的叙述
和描写可谓全书的亮点，人物形象丰满、故事感人至深，我认为这是
能独立成章的短篇佳品。
作家命运多舛，
人生驿站充满坎坷
《红叶飞舞》全书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昂扬向上的情怀，充满了
正能量。这是风雨后的彩虹，亦是书中人物和作者真实的心路写
照。 在朱可嘉爽朗的外表、豁达的谈吐中，我们很难看到他昔日
生活的阴影。朱可嘉出生在五通桥美丽的茫溪河畔，幼年丧父、童
年离母，过继到他人屋檐下长大，少年失学，15 岁即流入社会谋
生。命运多舛，人生驿站坎坷：进小煤矿挖煤，到伐木场伐木……
面对磨难他从未消沉，一直怀揣梦想赶路，先后当过通讯员、打字
员、炊事员、广播员、教员，当过科长、主任、校长、工会主席……天
道酬勤，他圆了自己的教师梦、大学梦、记者梦、作家梦。 他如同
一面镜子，让今天生活在温室里的花朵汗颜；他鲜活的人生阅历本
就是动人励志的一本书，在《红叶飞舞》书中众多人物身上依稀可
见他的影子。

老年人的幸福生活更加绚丽多彩
《红叶飞舞》在描述老年大学这个特殊群体的人物群像的同时，
还对当前养老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寄宿制老年大学”这一新鲜
的养老模式命题，为老年人的幸福生活展开了一幅更加广阔的画
卷。
感谢朱可嘉引领我们用心灵去感受红叶飞舞的壮阔与绚丽，领
略这秋来更胜春景的生机与温馨；霜叶红于二月花，不要说，他们
（红叶）享尽上天的垂青与荣光，醉人而夺目的美，缘于他们（红叶）
把风霜珍藏。
《红叶飞舞》是朱可嘉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我们有理由期待更美
的续篇。
《红叶飞舞》：朱可嘉/著 中国文化出版社 2019 年 11 月出版

作家简介
朱可嘉，原籍
五通桥。原名徐
文炳，笔名司马文
烦、骆驼行、东方
竹、白榆、卢火、尤
还水等。上世纪
70 年 代 开 始 在
《人民日报》
《四川
日报》等全国各大
报刊发表诗歌、散
文、杂文等多篇。
主要作品有
散文集《心声》
《多
彩的琴弦》
《守望
明月》，杂文集《海
棠随笔》，长篇小
说《红叶飞舞》
《红
华往事》等。
曾获全国杂
文大赛二等奖、四
川省报纸副刊一
等奖、郭沫若文艺
奖等奖项。现为
四川省作家协会
会员。

朱可嘉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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