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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唐树生)进入
盛夏季节后，随着空气温度与地表温度的持
续升高，尤其是柏油路面曝晒易产生“虚
光”，驾驶员开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极易导
致注意力不集中，造成疲劳。同时如果车况
不好，高温情况下极易发生水箱“开锅”、
供油系气阻、蓄电池“亏水”、液压制动气
阻失灵、轮胎爆裂等故障，导致事故呈高发
态势。

7 月 19 日凌晨 4 点 50 分，泉南高速灵
川县境内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货车横在
行车道上，地上满是西瓜，路上车辆来来往
往，十分危险。接警后，市交警支队高速二
大队值班民警迅速赶往现场处置。只见事故
车边上有路过车辆紧急制动的痕迹，情况相
当危急。当事人赵先生称自己一早从全州拉
西瓜前往桂林，行驶到这里时有点发困，一
不留神竟然出了事故。他困在车内很长时间

出不来，幸好路过车辆及时避开，才没有
发生二次事故。

市交警支队高速二大队所做事故统计
显示，该大队所辖路段 6 月份发生 24 起
交通事故，7 月至今已发生 15 起。从前两
年来看，6、7、8 月该大队辖区路段发生事
故均在 70 起以上，且死亡事故在全年占
比最高。高速交警对多起事故进行综合分
析发现有几个共同特点：一是视野、路况良

好。二是时间基本集中在早中晚三段，特别
是凌晨 5 点至 6 点、中午 12 点至 13 点为
事故高发时段。三是事故主要原因 90% 以
上为司机精神疲倦、开车分神。

交警提醒，夏日行车，车内开着空
调，车窗车门密闭，车内外温差较大，时
间一长，驾驶员很容易犯困走神。交警建
议每行车两小时休息 20 分钟，最好轮流
驾驶。此外，高温天气还容易引发车辆自
燃、爆胎等事故，应加强车辆日常检查、
保养，避免车辆长时间暴晒；不要在车内
放置香水、打火机等易燃物品，并随车携
带灭火器。检查轮胎磨损程度和轮胎气
压，发现轮胎老化、鼓包、龟裂等应及时
更换，轮胎气压不宜过高或过低。

夏日高速公路事故频发
交警提醒：夏季行车谨防疲劳驾驶、车轮爆胎

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覃菊凤)驾校教练本该牢记教练
员职责，为学员做好表率，可荔浦一名驾校教练却在酒后驾
驶教练车上路，以身试法。结果被执勤交警当场查获。

7 月 18 日晚，荔浦县公安交警大队在荔桂路设点开展
专项整治行动，严查酒驾、毒驾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当晚
9 时 57 分许，执勤民警在对一辆印有“××驾校”的教练
车进行检查时，发现驾驶员宋某身上一股酒气。经酒精呼气
检测，其血液酒精含量为 34mg/100ml ，达到酒后驾车标
准。

经询问，宋某是某驾校的教练，因为天气闷热，当天吃
晚饭的时候喝了罐啤酒解暑。晚 9 点他接到一个学员电话说
把包落在教练车上，让宋某帮忙送到自己家里。宋某认为自
己是 6 点多喝的酒，再加上自己开教练车应该不会被查，便
上了路，谁知被交警逮了个正着。现场民警对宋某进行了严
厉的批评，并依法暂扣了宋某的驾驶证和车辆。

据民警介绍，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
宋某因为酒后驾驶营运性车辆，将面临罚款 5000 元、吊
销驾驶证且 5 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的处罚，同时他还
将面临 15 日以下的行政拘留。其违法行为也将通报相关
管理部门。

以身试法

驾校教练酒驾被查

□本报记者蒋伟华 通讯员廖荣格 文/摄

为了让市民每天早上都能看到干净整洁
的街道，城市环卫工们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扫
地，早餐往往是草草了事，十分辛苦。为了
让环卫工们能吃上一顿舒适的早餐，从今年
7 月 20 日开始，荔浦县一餐饮店免费为全
县的早班环卫工提供早餐，让城市美容师们
感受到了来自社会的温暖。

该餐饮店叫宏翔餐饮店，位于县城滨江
路金外滩后街。 7 月 21 日早上 6 点多，店
内员工就将蛋糕、包子、油条、鸡蛋、炒
粉、肉粥、豆浆、菊花茶等十多个品种的早
餐都准备好了，这是该店第二天为环卫工提
供免费早餐。 7 点一过，在县城三十米
街、滨江路、宝塔路等不同工作地点的环卫

工人陆续走进了餐饮店。看着热气腾腾的早
餐，环卫工们满脸笑容排好队，选择自己喜
欢的早餐，选好后又围坐几桌一边谈一边
吃。经过了凌晨几个小时的劳作，他们已经
消耗了很多的体力，现在在呼呼飞转的电风
扇带来的阵阵凉意下，吃着可口的早餐补充
能量，解除疲乏，人人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
容。

据环卫工人李世美介绍，她家住新坪
镇寨背村，离县城有 8 公里，每天凌晨 4
点钟就得出门，做早饭、吃早饭根本来不
及，空着肚子干活，到了 7 点钟已经是筋
疲力竭了。以前早餐要不就是自己回去
做，要不就随便买点包子馒头吃。“现在有
免费早餐吃，我们很高兴，也很感激餐馆老
板。今后我们要更加努力做好我们的本职工
作，回报社会。”负责三十米街环卫工作的

伍先琼说。
“只要店子在开，我们会一直免费提

供早餐。”宏翔餐饮店的周总经理说，发
起这次爱心早餐活动是谋划已久的事。他
解释，早在 2014 年，荔浦县城一些搞装
修的老板就发起成立了一个名为“宏翔联
盟”的爱心公益组织，几年来致力于为学
校、福利院等开展爱心活动。 2017 年冬
天的一个晚上，几个爱心联盟的老板在吃
宵夜的时候看到环卫工在深夜寒风中仍努
力工作，不禁被他们的敬业精神深深感
动，于是产生有机会一定要为环卫工们做
点什么的想法。

他们从县里的环卫站了解到，全县有
300 名左右的环卫工，每天凌晨 4 点左右
开始工作的就有几十人。而这些环卫工往
往都是住在县城附近的农民，为了节约

钱，他们一般不在县城租房，而是选择住
农村家里，每天早早起床赶到城里搞卫
生，所以吃早餐基本是马虎了事。了解到
这一情况后，几位爱心老板决定在宏翔餐
饮店为早班环卫工免费提供早餐。目前每
天来吃早餐的环卫工有 30 — 50 人。因
为环卫工消耗的体能大，相对食量也较
大，餐饮店为每个环卫工每天提供早餐的
成本大约在 4 元左右，这些费用全部由
爱心联盟的企业家们捐助。他们希望环卫
工人们辛苦工作后能好好地吃个早餐，以
保证身体的健康，这样才能更好地为大家
服务，同时这也是富有爱心的企业家对社
会的一点回报。他们也希望这样的爱心行
动能带动更多的企业一起关心环卫工人，
共同保护我们生活的环境。

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唐艳 秦瑜)一人负责开车“压
低”大货车的车速，一人负责骑自行车碰车假摔制造“碰瓷”
现场，还有一人负责充当亲属与货车司机谈判。 3 名广东籍
男子深夜在桂林市象山区路段作案，敲诈一货车司机 8000 余
元。近日，象山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依法批准逮捕刘
某、罗某、蓝某。

2018 年 4 月的一天，刘某“邀请”罗某、蓝某到桂林
“碰瓷”捞财。 3 人驾驶租来的汽车从广东佛山开至桂林。
当途经桂林市象山区某路段时， 3 人觉得该路段光线昏暗、
道路平宽较适合作案，遂将车辆靠边停放，并在附近通过用液
压钳剪断车锁的手段盗得一辆共享单车。一切准备就绪后， 3
人进行周密分工，由罗某负责开车“压低”大货车的车速，蓝
某负责骑自行车碰车假摔制造“碰瓷”现场，刘某则负责充当
蓝某亲属，通过打电话的方式与司机进行谈判“私了”。分工
完毕后， 3 人即在该路段伺机“碰瓷”。当日凌晨 3 时许，
被害人莫某驾驶货车途经该路段，刘某、罗某、蓝某按照之前
的分工作案，诈骗莫某人民币 8000 余元。当 3 人尝到甜头再
次作案时，被当场识破并被警方抓获。

检察院审理认为，犯罪嫌疑人刘某、罗某、蓝某采用
“碰瓷”的手段虚构发生交通事故的事实，使被害人莫某
产生错误认识从而交付财产，其行为触犯《刑法》涉嫌诈
骗罪。

检察官提醒广大司机：发生交通事故应及时报警，让警察
出面协商解决。碰瓷者多是利用公民怕麻烦的心理，认为多数
人都会主动息事宁人，不会报警。此外应保留好现场证据，有
条件的装上行车记录仪，切勿私自移动车辆破坏现场。

最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 桂林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让“城市美容师”感受来自社会的温暖

从 7 月 20 日起，荔浦一餐饮店为早班环卫工提供免费早餐

三男子合伙“碰瓷”

涉嫌诈骗被逮捕

□本报记者蒋伟华

通讯员陶彩忠 唐莉 文/摄

2016 年，平乐县的莫际宁和几个股东
发起成立了一家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落户平
乐县张家镇老埠村，租下村里废弃的砖厂及
周边土地 100 亩，建立袖珍菇大棚，培育
出了菌类上品——— 袖珍菇。经过两年的不懈
努力，目前年产值 2000 多万元。公司发展
起来后还主动担当精准扶贫的社会责任，大
力扶持当地贫困户脱贫致富。

把握商机，发展袖珍菇新产业

据介绍，袖珍菇也叫小平菇，是一种高蛋
白低脂肪的营养品，并具有消积化淤、清热解
毒、治疗胃病伤寒等功效，其中维生素 D 的
含量是其它菌类所不及的，是防治儿童佝偻
病、软骨病、中老年骨质疏松症的辅助食品。

1997 年，莫际宁中专毕业后在平乐县
蚊香厂当工人，后来下海经商并有了一定积
蓄。 2016 年，一次偶然的外出机会让他看
到了种植袖珍菇的巨大商机，并认识了几位
种植蘑菇、销售蘑菇以及生产蘑菇原料的老
板，他们商议后认为种植蘑菇这个“白色产
业”具有美好前景。于是，当年 2 月，莫
际宁发起成立了一家专门种植蘑菇的专业合
作社，并开始寻找合适的地方建立种菇基
地。

经过几个月考察，莫际宁最终在平乐县
张家镇老埠村委砧板寨自然村找到了 100
多亩地，并投入 1800 多万元建起了单体钢

架食用菌生产大棚 20 座，总面积 2 万平方
米；钢架结构生产车间一座，总面积 3200
平方米；高温灭菌房 4 间，组装式冷库 9
间，共 1200 立方米。同时，还购置装袋
机、拌料机、菌包粉碎机、脱水机等有关设
施设备，开始了袖珍菇产业的发展之路。

艰苦创业，打造千万元产业

创业艰辛。由于莫际宁租的土地是村里

废弃的砖厂，土地平整及规划花了不少精
力和时间。袖珍菇种植技术十分讲究，由
于袖珍菇是高温菇，对温度和湿度都有一
定的要求，因而对大棚设施要求高，本地
区很少有人种植。他到多地考察学习后，
最后确定使用江浙地区最新开发的全国跨
度最大的单体大棚，跨度为 14 米，采用
立体化种植，移动式冷机处理技术，梯进
式管理模式进行生产。同时引进装袋系统
进行菌包的自主生产，实现了菌包的自我

供给及外销，日产菌包 3 万个。开始产
菇时，莫际宁每隔一两个小时就到棚内看
看菇缺不缺水，温度高不高，每天折腾下
来几乎没法睡觉。

经过两年的努力，公司目前年产菌包
280 万个，一部分用于生产鲜菇，一部分
外销给小规模生产的农户。公司年产鲜菇
1000 多吨、干菇两吨多，产品远销深
圳、广州、南宁等城市的大型菜市场，供
不应求。产菇当年公司产值达 1000 多万
元，成为广西区内最大规模食用菌生产基
地，市场前景非常可观。

主动担当，助力脱贫

莫际宁的公司从创建开始，就主动担
当起精准扶贫的社会责任。张家镇老埠村
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251 户，公司通过
产业带动，帮助村民实现脱贫。

目前，公司为社会提供 80 多个就业
岗位，并特别安排了 20 多户贫困村民就
业。他们负责袖珍菇的肥水管理和采摘，
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脱贫的愿望，月平均
工资达 3000 多元。 2018 年，莫际宁的
公司在平乐县二塘镇建立分厂，扩大生产
规模，申报无公害农产品认证，注册自己
的商标，争取打入大型超市。并培训农户
种植蘑菇，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
经营模式，由公司统一提供合格的菌包，
免费给予技术指导，由农户自行管理生
产，公司统一按市场价分等级收购销售，
带动更多农户特别是贫困户实现脱贫致
富。

▲免费早餐的种类不少。

辛苦劳作了一个早晨，能吃
到这么丰富的早餐，这名环卫工十
分开心。

他让袖珍菇变成新产业 还助力村民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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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静 实习生罗璇 周豪） 7 月 18 日上午
10 时，秀峰区中心广场社区联合桂林蓝天救援队，在秀峰区
卫生服务中心开展暑假安全公益课堂活动，通过讲授预防溺水
和心肺复苏救护知识，进一步增强青少年群体的自我保护意识
和能力，让青少年学生度过一个安全的假期。来自辖区的 100
多位学生和家长参加了此次活动。

课堂上，孩子们积极回答蓝天救援队队员关于溺水后如何
自救的问题。虽然答案不是很准确，但在救援队队员的细心解
释和教导下，孩子们慢慢掌握了溺水自救的方法要领。随后，
救援队队员将课堂上的知识运用到实际操作中，让家长与孩子
们通过观看对假人进行心肺复苏的实际操作，来掌握救援溺水
人员的具体步骤。

“这个活动很有意义，能让我和孩子学到救命的技能。”
35 岁的戴先生带着女儿一起报名参加了这次活动，感到很有
收获。

中心广场社区开展暑假安全公益课堂活动

让孩子们学习救命的技能

本报讯（记者桂晨 通讯员徐艺萍 实习生朱金美） 7
月 20 日上午， 2018 年广西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在桂
林航天工业学院开赛。

比赛为期两天，设置纸飞机编队飞行三人组、遥控电动
绕标竞速、带降火箭、伞降火箭、纸飞机穿越龙门等竞赛项
目，赛事得到了全区近 30 所学校及俱乐部代表队的积极响
应，参与人数为历年之最。

在现场，不少家长陪同孩子早早来到比赛场地调试飞行
器，期待这一次赛出好成绩。桂林市龙隐小学三年级的白俊
昊首次参赛，能和来自全区各地的爱好者进行切磋，他很开
心：“我希望以后自己能实现飞上蓝天的梦想。”

南宁市双桥镇中心学校初一学生梁俊磊在完成比赛之后
告诉记者，为精心备赛，在老师指导下，一直用周末的时间
进行练习，一练就是四个小时，他非常享受比赛过程。

据介绍，广西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每年举办一
次，是自治区面向青少年的大规模、高水平航空航天模型赛
事。锦标赛的开展不仅进一步普及航空航天知识、激发青少
年对航空航天事业的热情，也进一步提升了青少年动手操作
的能力、科技创新能力、进取精神和竞争意识。

广西体育局、桂林航天工业学院、广西航空运动管理中
心有关负责人以及区内各地中小学运动员、领队、教练员共
300 多人参加开幕式。

2018 年广西青少年

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

在桂林启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