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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岭南路口“拐的”成群
在塔岭南路口两边经常停满各种“拐

的”，烧油的、用电的，只需 10~15元钱每
人，就可以从九江到小池。随着时间推
移，这已经成为“九江过江集散点之一”，
不少人会慕名前来搭车过江。

在长江周刊记者采访中，不少“黑拐
的”司机坦言自己并没有购买保险，也承
认自己无牌无证，一旦发生事故就很可能
承担不了高额赔偿。所以，司机们只能靠

“骑慢点”来保证乘客安全。
记者在塔岭南路采访时看见，这些

“黑拐的”虽不是什么改装的“黑拐的”，但
安全性看似一般，车内几乎没有安全措
施。这样的车往往要凑足4~6人后出发。

虽然有些司机购买了保险，但总价
500 元的保险，赔偿额度又能高到哪去
呢？采访中得知，一些“黑拐的”司机是看
着别人挣钱后，来跟风的，但这些人连摩
托车驾照都没有，只知道基本交通规则，
一些时候为了图方便在城区随意穿行，想
停就停，被九江市民诟病。

采访中，市民谢女士告诉记者，“这种
车特别不安全，前几天居然有个‘黑拐的’
冲进了别人早点店，吃早点的人差点受
伤。”

“拐的”过江只需20分钟
长江周刊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不少人

明明知道“黑拐的”很不安全，但因为能走
一桥，过江只需 20分钟等因素，大家还是
愿意选择“黑拐的”。

市民梅先生带着孩子，提着大包小包
来到塔岭南路路口，经过与司机一番讨价
还价，最终以15元两人的价格上车。

梅先生告诉记者，“我是带孩子来九
江看病的，今天正好出院。去年带我大儿
子来看病的时候，在九江妇保医院楼下就
能坐‘黑拐的’回江北，但现在只能到这来
坐。现在桥封了，坐其他的车很不方便，
因为要走二桥。‘黑拐的’只要 20多分钟，
就能到小池街上，对于我们这些带孩子又
拿东西的人来说，这样过江确实是最方便
的。”

当记者问到是否考虑过“黑拐的”的
安全性时，梅先生说：“说实话，没想过安
全方面的事。别人能坐，我也能坐，主要
还是封桥了，换以前的话我肯定是会坐公
交往返的。”

采访中，确实有不少乘客表示曾担心
过安全问题，但想想就 20分钟的事，只要
司机开慢点就基本没有问题。

乘客向女士说：“我每次坐车的时候
都会和司机讨价还价，目的并不是还价，
而是通过司机说话的方式选择是否乘
坐。如果碰见那种说话让人感觉很不靠
谱的，就不坐他们的车，这是我的乘车经
验。”

等客的“拐的”司机则告诉记者，其实
大部分坐我们车的人都是因为封桥的原
因。直到现在，还有不少人担心安全什么
的，但我们为了能够让乘客上车就只能说

“有保险、不是组装车、警察不会抓”之类
的话，让乘客信服。

大桥通车后“这碗饭”就没了
正在等客的“拐的”司机虞某已是满

脸大汗，车顶棚被太阳晒得很烫，但她想
在特别的时间里多挣几个钱。

虞某说：“现在生意没以前好做了，刚
开始‘黑拐的’并不多，每天可以赚 300
元。但现在这里的”黑拐的“已经从几台
变成快 30台。最差的时候，每天只能赚
100元不到。”

随着交警和运管部门的执法力度不
断加大，“黑拐的”的候客区域也从八角石
一带缩到塔岭南路的小巷子里。如果被
执法人员抓一次，“黑拐的”司机将面临
200元的罚款。

跑“黑拐的”真的能月入上万吗？虞
某说：“那只是在春运期间且不怎么被罚
款的情况下。如果早上 4~5时开始跑，一
直跑到晚上 22时封桥，确实可以，但那太
辛苦了，一般人根本吃不消，除非是特别
缺钱的人。”

今年 10月份九江长江大桥一桥可能
就会恢复通行，那今后有何打算，会对“黑
拐的”生意有影响吗？“拐的”司机虞某说：

“通车后，大家还是更愿意坐公交的，我们
这碗饭也快吃不成了。如果跑不下去了，
我就把车卖掉，然后继续去超市打工。反
正现在每个月赚的就比在超市打工多一
点点。”“拐的”司机黄某说：“那我继续去
当保安。”

九江长江一桥
“拐的”非法营运猖獗

2015年6月23日起，九江长江大桥
公路桥（简称九江一桥）封闭维修，在接
下来的三年半时间里，除了摩托车和

“黑拐的”以外，其他机动车禁止通行。
施工期间，机动车辆过江需绕道九江二
桥通行。

近日，长江周刊多次接到读者来电
反映，“目前，全市正在上下一心努力创
建文明城市，但九江一桥封闭施工后，
九江到小池的‘黑拐的’越来越多，这种
无牌无证车不仅有损九江城市形象，还
特别不安全，万一出点什么事，司机根
本赔不起。”

“黑拐的”这种交通工具的确是一
桥封闭施工后最便捷的过江交通工具，
同时安全性又值得怀疑。这种深受湖
北小池人喜欢，令九江人讨厌的“黑拐
的”该不该“一棍打死”，引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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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上述问题，韩井峰表示，因为梦幻乐
园年卡的签发单位是大千世界梦幻乐园，现
在宣告破产的是九江民生文化旅游有限公
司，他们接手的工作也是九江民生文化旅游
有限公司破产后的管理，“这个梦幻乐园的破
产也在走程序，前几天刚刚遣散了所有工作
人员。下一步解决这个年卡的问题，需要持
卡人到我们这里来，按照程序听取论证，看看
怎么退，退多少。”

至于未来城，韩井峰解释说，“无论此前
大千世界方面宣传如何，这个本质上属于拆
迁农民还房。证照是政府相关部门下发的，
我们没有这个权利。按照道理说，这个属于
农民集体土地，没有土地证也很正常，但是具

体情况我们也不太清楚。”
那么大千世界又是如何走到今天的呢？

未来又将何去何从呢？
在九江大千世界的百度百科上，还写着

“梦幻乐园（九江市青少年科普教育基地）是
江西省第一家4A级现代主题乐园，与世界地
质公园、国家 5A级”庐山“风景区遥相呼应。
该项目是江西省九江市的大型旅游娱乐休闲
地产项目。”

翻看“大众点评网”和“美团网”的评价，
发现大家对乐园的不满主要集中在几个方
面：价格贵、交通不便、项目时常关闭、收费项
目多。也有人发现有周边的村民通过各种方
法混进乐园免费游玩，乐园想了诸多方法，但

是收效甚微。另外乐园的运营方面也确实出
现了一些问题，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前员工
表示，乐园初期的运营是很成功的，但是一直
没有搞活动，就这样“消失”在了九江人的视
野中，“领导层没有心思搞这个了，别的事牵
扯了太多的心力。”另外，大批收费项目的涌
入，也给消费者造成了不好的感受。

一个好好的游乐场，走到今天，是谁也不
愿看到的。未来大千世界项目将如何收场，
成了大家关心的问题。坊间流传，寻阳古城
项目将接手，韩井峰对此没作回应，“我只做
好我手上的事，现在梦幻乐园停业了，我们每
天至少要派 20个人维护乐园的设备，荒废了
就坏了没用了。”

梦幻破碎 一地琐碎待拾起
大千世界破产 债权问题需按程序申请

2013年 11月 16日上午，位于九江市新桥
头天翔商务酒店的民生·大千世界项目市区接
待大厅举行了盛大的开放仪式。民生·大千世
界占地面积约6000亩，总建筑面积超300万㎡，
是民生集团投资约50亿元开发的超大规模生
态人居地产项目，包含大千世界未来城及大千
世界梦幻乐园两部分。

五年前的热闹犹在眼前，2018年7月3日，
长江周刊记者再次来到民生·大千世界项目市
区接待大厅，上午9时，接待大厅大门紧闭，门
口的玻璃门上贴着一张告知函：九江县（柴桑
区）人民法院根据九江民生文化旅游发展有限
公司的申请于2018年5月30日裁定受理九江
民生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破产清算，并于
2018年 5月 30日指定江西天华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为九江民生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管
理人。九江民生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管理人
决定暂时关闭位于原天翔酒店（北侧大门）1-3
楼九江民生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未来城展示

厅（营销中心），由此涉及的相关人员及事项请
与管理人联系。管理人办公地点：江西省柴桑
区沙河街镇赛城湖大道（青峰村）联系人及电
话 ： 综 合 组 0792-6899157； 债 权 组
0792-6899150；韩先生13970267509。

而就在7月4日早上，在大千世界梦幻乐园
的门口，长江周刊记者碰见了毛先生一家人，一
家五口人从湖北特意带着两个孩子准备来游乐
场玩，却看到游乐场大门紧闭空无一人，顿感失
望。“怎么一个人也没有，以前来过觉得还挺好
的，怎么说关门就关门了？”

长江周刊记者致电负责人韩井峰，对方表
示如有问题需要到大千世界项目部找他面谈。
记者随后来到位于青峰村的项目部，韩井峰表
示，自6月4日正式接手大千世界项目以来，很
多事情还在理顺当中，如有债权问题，需要到现
在的办公地点大千世界梦幻乐园旁边的项目部
来办理，或者在“九江民生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
司破产工作信息”公众号上提交申请。

梦幻乐园终破产

市民郭女士说，她手上有一张今年一月
份办理的大千世界亲子卡，当时从熟人手上
购买的，一共花费 300元，现在不知道怎么办
了。“我们家住得距离大千世界很近，家里又
有亲戚此前在大千世界工作。我们2014年就
办理了年卡，因为亲戚有任务，那个时候，他
们员工身上都有办理年卡的任务，我们当时
想想反正去哪里玩不是玩，就办了。第一年
最贵，亲子卡要 800多，三个人一年可以任玩
随便多少次。后来一年比一年便宜，今年一
月份虽然亲戚不在那里工作了，但我们还是
找熟人买了卡，只要 300元。”卡是买了，但是
郭女士本来打算带着孩子暑假去玩的，现在
突然关门，手上的卡也不知道怎么办了。“这
说破产就破产了，起码这个卡的钱也得退给

我们吧。”郭女士说。
在大千世界破产引发的连锁反应里，郭

女士的问题并不是唯一。按照民生·大千世
界的规划，游乐园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一
部分为未来城。

在民生·大千世界此前的广告文案中，写
着未来城“12岛12湾，300万㎡城市高端滨湖
居住区，1200亩高尔夫·500席果岭法式合院
别墅，九江城市内唯一高尔夫果岭别墅，占尽
城市稀缺资源，1200亩高尔夫果岭公园，国际
级标准高尔夫球场、10个生态内湖与超大草
坪遥相呼应。至尊院落、星月天窗、情景露
台、阳光中庭、温馨家庭室，大院落、大空间，
尽享天伦，铸就显赫家族生活榜样。”

而这个未来城目前建成的也就是大千世

界梦幻乐园西面和北面的一排排独栋小别
墅。目前已经交房，但是周边的设施却并没
有成型。严女士2013年就购买了这样的小别
墅，目前家里正在给它装修。但是严女士的
心里却一点也不轻松：“大千世界破产了，未
来怎么样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周边还会开发
吗？谁来开发？承诺的东西还会实现吗？”在
她的心里，最担忧的还是房子的证照问题，

“我们土地证和房产证一直没有办下来，后来
土地证房产证三证合一以后，变成不动产登
记证书了，青峰村村委会人说可能等房产证
一起办。我们还在等证，还不知道会不会有
产权证。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这些买家的
权利如何保障，房屋能否进行买卖？能否继
承？拆迁能否一样获得补助和拆迁款？”

后续问题咋解决

未来何去何从

本报记者 周慧超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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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军

“大千世界正式宣告破产了！”这在很多九江人看来是一件意料之中
又情理之外的事。作为九江的第一个大型游乐园，大千世界从立项之日
起，就承载了九江人太多的期望值。经多方了解，在运营过程中，该游乐
园也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走到宣告破产这一天，还是引人唏嘘。

后续该怎么做，有人接盘吗？办了年卡的市民怎么办？还有不少市
民在周边购买了拆迁还房，证照什么时候可以拿到？

核心
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