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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徐莹波 通讯员赵莉)11 月
10 日，八一桥改扩建工程正式动工。据悉，
该工程计划总工期 18 个月，施工期间将不中
断交通；完工后，八一桥为机动车道双向 9
车道(包括 2 个公交车道和 1 个右转车道)。

八一桥地处我市南北向交通主干道中山南
路，跨越南溪河，为单跨双曲拱桥，全长
21 .6 米，净跨 21 米，桥面宽 24 米，机非混行道
18 米。该桥始建于 1968 年，使用已近 50 年。
随着城市框架扩大和城南片区经济社会发展，
八一桥承载的交通量不断增大，桥梁设计荷载
已不能满足城市主干道交通荷载的需要，长期
超负荷使用，局部桥梁结构出现裂缝、变形等病
害特征。根据专业单位多次桥梁病害调查及荷
载检测结论，八一桥桥梁等级评定为 D 级(不
合格状态)，已形成重大的交通安全隐患。另外，
2001 年中山南路改造后，八一桥的行车道宽度
与两侧道路断面尺寸不匹配，约窄 25 米，成为
阻塞中山南路交通的主要“瓶颈”之一，交通
高峰期拥堵严重，成为交通事故多发区域。

为确保城市主干道安全顺畅通行，缓解城
市交通压力，八一桥改扩建工作已迫在眉睫。
市委、市政府高度关注八一桥改扩建工程，并
将加快推进八一桥重建工作列入 2016 年政府
工作报告。 2016 年 6 月，市人民政府正式批
复了八一桥的改造方案，由市城管委组织实
施，市中山路置业建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作为
项目业主。当年 12 月 20 日，管线迁移项目
正式动工，拉开了八一桥改扩建工程的序幕。
目前，八一桥埋设的电力、通信、排水、给
水、燃气等各类管线迁改已基本完成，为八一
桥改扩建工程正式开工创造有利条件。

市中山路置业建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相关
人士介绍，八一桥改扩建工程包括桥梁工程、
引道工程配套综合管线工程、照明及景观工
程、交通工程、绿化工程等相关附属工程，项

目概算总投资为 5419 . 22 万元。其中，主桥
桥型采用单跨空腹钢筋混凝土拱桥，桥长
50 . 2 米，桥梁引道长 405 . 434 米，桥面宽
50 米，为机动车道双向 9 车道，另有 2 条非
机动车道和 2 条人行道。为保障施工期间中
山南路交通畅通，尽量减少因桥梁施工对交通
出行的干扰，八一桥改扩建工程将分为三阶段
进行：第一阶段是在现状桥梁两侧建设交通便
桥；第二阶段是待便桥修建完成后，将交通分
流到便桥，拆除现状桥梁，施工中幅桥；第三
阶段是待中幅桥施工完成后，将交通分流回中
幅桥，拆除两侧便桥，施工两边幅桥。

八一桥改扩建工程正式动工
计划总工期为 18 个月，施工期间将不中断交通

□本报记者景碧锋 通讯员蒙树梅

“ 70 后”的黄流姣回到山里

当起“养猪西施”

11 月 8 日上午，记者从龙胜县城乘车出
发，一路向南，沿着山坡往上盘旋，经过一个
多小时的行驶，来到了龙胜镇上孟村岩底组临
近山顶处。

养殖场被树林包围，四处没有人家，周围
群山连绵，与临桂区交界。这里仅有一条新修
的泥巴路，勉强可以供车子行驶到达，颠簸不
堪。

记者来到养殖场内，一个戴斗笠的女子正
在院落里撒饲料，一群猪儿扑向饲料掉落的地
方。

女子名叫黄流姣。她看到记者到来，热情
地打招呼，说这里地处偏僻，除了一些喜欢户外
运动的人和徒步旅游者偶尔来玩，平时很少有
人到访。黄流姣带着记者参观她的猪舍，刚生下
来的小猪在猪舍里酣睡着。

参观完猪舍后，在黄流姣简易的宿舍门
前，她给记者讲起了自己的养猪历程。

“ 70 后”的黄流姣是上孟村人，中专毕
业后就离开家乡，先后在广东等地四处打拼，
几年前回到桂林做点小生意，生活过得有滋有
味。

喜欢折腾的黄流姣老是琢磨着想做点什
么。有天她在微信朋友圈里看到这么一条微
信:“相约龙胜香格里拉：去三十六坡观赏高
山草甸，一起醉氧！”文章介绍，这里群山环
绕，尤其是夏天，绿油油的草原嵌在白茫茫的
云雾间，宛若仙境。在山顶的群山环绕中，有
一个大水库。站在山顶，一座座山丘，一片片
草地，像一个丰富多彩的童话世界。

三十六坡就在上孟村。离开老家多年了，
黄流姣从没有想到老家还有这么个美丽的地
方。

于是，黄流姣很快回了一趟老家，爬上了
三十六坡。没想到，这里的景色还真跟那条微
信描述的一模一样。

也就是在这时，黄流姣在中央电视台七套
农业节目中看到有人在高山草甸放牧藏香猪的
信息。黄流姣了解到，这种猪体形偏小，不过
百斤，瘦肉多，主要以野外放牧为主。

此刻，黄流姣心里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回到老家三十六坡，养殖藏香猪。”

黄流姣要将三十六坡打造成户

外休闲栖息地，带领乡亲们过上

好日子

下定决心后，黄流姣回到了上孟村，跟村
里相关负责人协商，承包了三十六坡 1000 多
亩山场草地。

如今黄流姣还记得，签订合同的那一天是
去年的 8 月 1 日。从此，她从桂林回到

了龙胜老家上孟村的山上。

承包下了山场，黄流姣和朋友一起去云
南香格里拉考察藏香猪养殖。到当地一看，这
种猪确是在山坡上放养，要养一年多，而且是
瘦肉型的，她判断应该很有市场。

于是，黄流姣购买了 50 多头种猪，从
云南运回三十六坡。三十六坡靠近山顶，山
下的村落只有羊肠小道，不能通车，她请来
挖掘机挖出一条两公里长的山路。接着，从

山下拉来电，从山顶引来泉水，建好简易的
猪舍，开始了她的养猪之路。

每天上午，黄流姣给猪喂一餐玉米粉
后，就把猪赶到山上，让它们去吃山上的蕨
菜，喝泉水。到了傍晚，黄流姣的一声哨
声，猪们就漫山遍野地从山上返回猪舍。

黄流姣回到村里养猪，当地很多人都不
理解。她的很多朋友也大跌眼镜。一年多
前，她还在桂林街头打理着自己的小生意，
戴着墨镜，每天必须化妆，一副时尚女郎的
派头；一年多后的现在，她整天在山上素面
朝天，没有打扮的时间，忙得团团转。然而
她却为此不亦乐乎，自称是“养猪西施”、“养
羊贵妃”。每天六七点钟她就起床，喂猪，打扫
猪舍，一直忙到晚上 10 点钟左右。空闲时，
她就上“养猪在线”，学习养殖。

黄流姣建的养殖场在三十六坡靠近山顶
的地方，远离村舍，除了请来帮忙的人外，
平时就她一个人在这里守着。一年多时间
里，猪从 50 多头繁育到 600 多头，部分已
经上市了，每公斤卖到 100 多元，效益初
显。

三十六坡有超过一千亩的山坡草场，黄
流姣还养起了 100 多只羊，在水库里放养
了几万尾鱼，还在养猪场附近种菜养鸡。

三十六坡草场风光宜人，黄流姣打算下
一步在这里盖起属于自己的山庄，将这里开
发成适宜户外旅行、露营的休闲栖息地。她期
盼经过自己的努力，让上孟村三十六坡发生
翻天覆地的变化，带动乡亲们过上好日子。

一年多前，她还在桂林街头打理着自己的小生意，每天化妆，戴着墨镜，一副时尚女郎的派头；一

年多后的现在，她整天在山上素面朝天，忙着养猪养羊，自称是“养猪西施”，“养羊贵妃”———

从时尚女郎到“养猪西施”

本报讯(记者张苑 通讯员胡思进 周慧)近日，
家住临桂区的蒋先生为新居装修“伤透了脑筋”：刚
装修好的新房还没入住，吊顶的胶合板竟一层一层地
脱落下来。蒋先生要求装修方和胶合板经销商赔偿，
却遭他们拒绝。幸亏工商人员以细心和智慧，让他获
得合理赔偿。

今年 9 月初，蒋先生委托一家装饰公司对新购
的住房进行装修，材料由他自行采购。蒋先生经与装
饰公司精心计算，到临桂一家板材店购买了 16 块胶
合板，用来装修新房吊顶。可怎么也没有想到，吊顶
装上不到一个月，胶合板竟然一层一层地脱落下来，
蒋先生为此十分气愤。他认为是装饰公司安装不当造
成的，但对方认为是胶合板质量有问题。于是他又找
到卖板材的店主协商。店主来到新房看了后，十分肯
定地对蒋先生说：“是天气潮湿导致胶合板开裂脱落
的，是装饰公司使用不当。”对两方的说法，蒋先生
十分困扰，他无奈地央求对方协商能否适当给予补
偿，但遭到两方的拒绝。经朋友提醒，蒋先生到临桂
区工商局投诉，要求为他主持公道。

接到蒋先生的投诉，工商人员到蒋先生新房现场
查看后，认为 8 月以来气温高、少雨，店主称天气
潮湿导致胶合板开裂脱落的理由不成立，显然是胶合
板的质量问题，但这需要充分的证据。工商人员细心
地查看，发现新房吊顶上还有一块胶合板没有开裂脱
落，这是为什么？工商人员仔细辨别后，发现这块未
脱落的胶合板与其他胶合板质量上有细微差别，而且
两种胶合板的品牌标志不同。

之后，在工商人员召集双方进行调解时，店主仍
坚持说：“是天气潮湿导致胶合板开裂脱落的，不是
质量问题。”工商人员指着房顶那块没有开裂脱落的
胶合板问店主：“吊顶的 16 块胶合板中有 15 块开
裂脱落，为什么这一块没有开裂脱落？这说明质量有
差别。”店主顿时无言以对。

原来，蒋先生购买胶合板时，店主将冒牌的胶合
板充正品出售，但这类胶合板只有 15 块，店主便将
一块正品胶合板补上，两种胶合板的价格相差
10% ，胶合板上的两种品牌标志就是证据。正是这
块胶合板的“坚挺”，证明了那 15 块胶合板的质量
差，反证了他以次充好，并把责任推到装饰公司的不
良行为。

10 月 30 日，工商人员按照有关规定，对店主予
以行政处罚 2000 元，责成店主将胶合板全部作退货
处理，共赔偿蒋先生的购货款及补偿费 2650 元。

走基层·人物

黄流姣在猪场喂猪。

记者景碧锋 摄

在三十六坡牧羊的黄流姣。 记者景碧锋 摄

新房吊顶脱落

商家据“理”拒赔

工商细心找“茬”

消费者获赔偿

本报讯(记者秦紫霞)刚刚过了“双十一”，天气
就来了个大转折。据最新气象资料显示， 13 、 14
日，一股冷空气将影响广西，受其影响，我市气温可
能有所下降。

据气象部门预计，本周受冷空气影响，我市天气
以阴雨间多云为主。据广西气象台预报显示， 14 日
前，降雨主要在桂北、桂西地区;14 日-15 日主要在
桂南地区;17 日再转往桂北，届时桂北部分地区有中
雨，局部大雨。随着降雨的来袭，气温也将有所下
降。据最新气象资料显示，本周我市气温在 15℃ ～
21℃ ，与上周气温相比有所下降。

气象专家提醒，冷空气来袭，气温下降，市民们
请注意添衣保暖。所谓“一场秋雨一场寒”，就在这
一场场的降雨之中，冬天的脚步也越来越近了。

冷空气登门

降温伴着降雨来

本报讯（记者王文胜 通讯员周建文）男子莫某因
为被他人追债，竟盗窃其服务的酒业公司 33 瓶茅台
酒变卖还债。11 月 6 日，莫某因涉嫌盗窃罪，被秀峰检
察院批准逮捕。

案发前，莫某是秀峰区中隐路一专卖高档酒的商
贸公司老板专车司机。日常公司业务忙时，他也会帮
送货物，偶尔也到仓库帮忙搬酒，熟悉公司对仓库的
管理模式。后因被人催债，他便打起公司茅台酒的主
意。今年 4 月中旬的一天，莫某清早 6 点多就到了
公司，趁公司其他员工还没有到来，窜到公司四楼仓
库，将存放的 6 瓶茅台酒（价值 10800 元）盗走。

随后，莫某通过网络销赃，得赃款人民币 4200
元。尝到甜头后， 4 月底的一天，莫某以同样方式
再次盗窃 27 瓶茅台酒（价值 48600 元）。同样通过
网络变卖，得赃款人民币 18900 元。两次作案后，
莫某辞职离开公司并“消失”。公司报案后，警方很
快确定了嫌疑人莫某，并开展网上追逃。日前，莫某
（ 26 岁）在恭城瑶族自治县落网。

秀峰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莫某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采取秘密窃取手段，盗窃公司财物价值近 6
万元，涉嫌盗窃罪，遂依法作出批捕决定。

被人催债打起歪主意

酒业公司司机

偷公司茅台酒还债

八一桥改扩
建工程正式动工。

图为一台挖掘机在
施工。

记者徐莹波 摄

扩建后的八
一桥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