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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桂晨 通讯员唐熠）
受冷空气等多种气象因素影响，从上周
末开始，我市自北向南有一轮降雨降温
过程。令人期待的是， 15 日降雨将进
入尾声，气温缓慢回升。

13 日、 14 日，我市出现了分散小
雨到持续中雨、局部大雨的天气过程。

降雨期间，桂林市区的最低气温降至
15℃ 左右，最高温度也只有 18℃。截
至 14 日上午 9 时，兴安、全州、灌阳及
永福四县降水量排名全市前四位，达到
17-19 毫米。据气象部门预测，15 日桂
林南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其它
地区阴天有小到中雨；15 日夜间，受槽

后高脊、高压脊等影响，雨云渐渐离开
桂林全境，天气开始逐渐转好。 16 日
市区最高气温将回升到 23℃ ， 17-19
日还将攀升到 26℃ 左右，届时天空云
量较多，以多云天气为主。预计本周，
资源平均气温 17 .9℃ ，桂林北部 19 .4
-19 . 9℃，中部 20 . 9-21 . 6℃，南部

21 .5-22 .2℃。
尽管上周 8 日我市出现周内最高

气温 32 . 2℃ ，但总体看来，上周各地
平均气温偏低 0 . 4-2 . 2℃ 。雨量累计
8-30 毫米，与常年同期相比，资源、
灵川、桂林城区、临桂、永福、恭城偏
少二至四成，其余各地偏多二至八成。

15 日降雨进入尾声

本周多云为主 气温缓慢回升

本报讯（记者苏展 通讯员
郑长贤/文 记者唐侃/摄） 10
月 17 日是我国第 5 个扶贫日，
也是第 26 个国际消除贫困日。
10 月 12 日，来自柳州的 36 名
贫困村儿童受邀乘高铁来到桂
林，走进桂林北站、桂林动车
所，观看模型，模拟体验动车驾
驶，感受广西铁路发展。

对城市的孩子来说，与父母
家人乘高铁出行旅游并不是什么
新鲜事儿，而对于贫困村的留守
儿童来说，那可是相当奢侈的事
情。本次活动由中国铁路南宁集
团组织，希望在扶贫日到来之际
为条件较差的贫困儿童创造机
会，打开一扇新的窗口，张望不
一样的世界。

本次受邀的 36 名孩子均来
自柳州贫困村潘内村。在青年志
愿者的带领下，他们从三江南站
登上 D8453 次列车来到桂林北
站。走下高铁，孩子们接受了桂
林孩子代表送上的礼物，并一同
走进桂林北站进行参观，了解乘
坐火车需要知道的相关事项。随
后，孩子们又来到桂林动车所，
进一步了解高铁动车维修、运转
等方方面面的知识。一路上孩子
们兴致盎然，与桂林铁路系统完
成了一次亲密接触。

本报讯（记者李慧敏 通讯员蒋文成） 10 月 12 日，象山区
政府组织消防、安监、城管、工商等部门对德天商业广场火灾隐患
进行现场整治。

“这里是消防通道，不允许摆放杂物，请把店铺门口的杂物清
理干净。”在整治现场，记者看到，商户们在工作人员的劝导下，
将堆放在店铺门口的商品或杂物进行了合理处置，一些违章搭建的
钢架棚也被拆除。在当天整治中，执法人员现场整改火灾隐患 250
余处，临时查封电闸 5 处，解决瓶颈问题 80 余个，拆除违章搭建彩
钢板 1200 余平方米，打通疏散通道 10 余处，取缔占道经营摊点 30
余个，清理占道经营物品 2400 余件，出动挖机及叉车 18 台，投
入执法人员共计 460 余人。

象山区消防大队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此次行动之前，相关部门
已对市场内的电闸进行关闸断电查封，督促物业、经营户及业主在查
封期间制定整改方案，使其明确整改责任、整改措施和整改时限，确
保重大火灾隐患按时整改完毕，及时销案。

据了解，桂林市德天广场存在的主要消防隐患有：室内消火栓
无法正常使用；部分店铺采用易燃材料装修、搭建；未设置自动喷
水灭火系统、火灾报警系统，部分位置未设置排烟管道；部分疏散
通道被堵塞、封闭；消防车通道被占用；部分商铺使用液化气。

德天商业广场位于桂林市南环二路 111 号，总占地面积
131900 ㎡，建筑面积为 340000 ㎡，现有商业铺面约 1800 间，
营业人员约 5000 人，主要经营商品为百货、玉器、奇石、茶叶
等。德天广场是自治区 2018 年重点督办的 18 个存在重大火灾隐
患的项目之一。

象山区集中清理

整治德天广场消防安全隐患
整改火灾隐患 250 余处

本报讯（记者桂晨） 10 月 13 日，七星区首次师幼啦啦操大
赛拉开帷幕，幼教老师与孩子们精心编排、设计的一套套主题啦啦
操表演，赢得了在场观众的阵阵喝彩。这是七星辖区内首次师生共
同参与的大型啦啦操比赛。

据了解，此次赛事的举办是为丰富七星区幼儿园教职工业余文
化生活，增进各园所之间的友谊，增强团队凝聚力。七星区社会力
量办学联合会共有 69 所民办幼儿园，一共组成 6 个参赛队，通过
师生共同完成的形式参加比赛。公办七星幼儿园也编排节目助阵。

此次比赛由七星区社都会力量办学联合会主办。联合会相关负
责人介绍，每年联合会都组织气排球、礼仪培训等各类大型文体活
动，以促进七星区幼儿教育战线广大教职工综合素质提升，而大型的
集体活动也成为了辖区各园所展现风采、宣传幼教文化的一个舞台。

刚成为幼教老师的杨时雨告诉记者，为准备比赛，各幼儿园师
生们在业余时间磨合排练，互相切磋，是一次难得的深度交流学习
的机会，她对这样有凝聚力、有含金量的比赛很喜欢，喜欢如此充
满活力的从教环境和氛围。参与此次活动的家长和孩子们也对师生
编队共舞的比赛表示出了极高的关注度。在比赛现场，大家都感叹
意犹未尽。

当天还举办了辖区幼教第二届气排球比赛，共有 60 多个幼儿
园组成 46 支队参赛。

桂林市教育局、七星区教育局、桂林市教育学会民办分会、桂林
市气排球协会、七星区社会力量办学联合会有关负责人以及七星区
69 所民办幼儿园的部分师生及家长参加了当天活动。

彰显幼师风采 促进交流团结

七星区举办师幼

啦啦操大赛暨气排球比赛

本报讯（记者张苑 通讯员汪建林 邓惜之）如今，医疗美容
的小广告铺天盖地，以期激发女性爱美的天性。市民罗女士也没能
抵挡住诱惑，产生了通过注射透明质酸钠（俗称玻尿酸）丰满额头
的念头。她从微商购买了未经国家注册的韩国某品牌玻尿酸后，通
过朋友介绍联系上了无医师执业证的梁某帮其进行注射，结果发生
了意外，导致八级伤残。近日，无证行医的梁某被桂林市七星区人
民法院以非法行医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一万元。

年轻的罗女士十分爱美，但她对自己的额头不太满意。前不
久，她在微信朋友圈里看到有人推销一款韩国的玻尿酸，于是花钱
购买了几瓶。由于是自行从网上购买的产品，正规的美容医院不接受
为其进行注射。之后，罗女士经过朋友介绍，联系上了梁某。梁某曾经
在一家美容医院工作，但未取得医师资格证和医师执业证。爱美心切
的罗女士顾不得这么多，与梁某达成了协议，让梁某为其进行额头部
位玻尿酸注射。在注射第二针玻尿酸后，罗女士开始感到不适，要求
上医院检查。梁某遂拨打“ 120 ”电话送罗女士到医院抢救。由于
伤情严重，后又辗转多家医院进行救治。

由于导致了严重的后果，罗女士将梁某告上了法庭。经查，因
梁某操作失误，使玻尿酸药物进入罗女士血管内，造成其右眼视神
经损害、视通路障碍，右眼盲目 4 级。经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罗
女士伤情属于重伤二级，八级伤残。

七星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梁某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为他人
进行医疗美容，致人重伤二级、八级伤残，情节严重，构成非法行
医罪；在案发后，被告人梁某经公安机关通知后自动归案，并如实
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系自首，依法可从轻处罚，法院遂依法作出
上述判决。

女子无证为人整形致残

获刑一年六个月

“感谢你们，每年重阳节都还记得我们老人家。” 90 岁
高龄的回族老人白奶奶高兴地说。为进一步弘扬中华民族尊
老、敬老、爱老、助老的传统美德， 10 月 12 日，漓江社区
组织志愿者走进桂林回民敬老院，开展慰问演出、义诊活动，
与敬老院老人们欢聚一堂，共庆佳节，同时送上节日的问候和
慰问品。

志愿者的表演深受老人们的喜爱，赢得了全体老人的阵阵
掌声。临近中午时，志愿者们端出一碗碗热腾腾的长寿面。老
人们吃着面，露出开心的笑容，纷纷竖起大拇指为志愿者们点
赞。

通讯员潘建萍 摄

九九重阳节，浓浓敬老情

▲执法人员正在劝导商户清理店铺外堆放的杂物。

记者李慧敏 摄
36 名柳州留守儿童

乘高铁看桂林

▲坐进动车驾驶室，高兴得合不拢嘴。

高铁动车上的盒饭原来是这个味道。

桂林北站工
作人员为孩子们朗
读故事。

▲孩子们在庞大的动车维修间里参观。 ▲工作人员给孩子们讲解动车组的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