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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活
市民捡到钱包

本周仍是 35℃ 以上高温

连等四天 ，终于等到失主

午后雷雨或将短暂 “送清凉”
本报讯(记者张苑 通讯员唐熠)过去的
一周，把桂林比喻为“火炉”实不为过。连
续的高温天气把不少市民“逼”出了“空调
病”。在北方一些地区已经进入“秋风凉”
的时候，“秋老虎”却还在桂林盘踞，并且
未来一周仍没有要“走”的迹象。
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上周(8 月 10
-16 日)我市以高温天气为主，全市平均气
温 26 . 2-28 . 6℃ ，其中 8 月 10-13 日出现

了 37℃ 以上的高温。与常年同期相比，各
地偏高 0 . 6-3 . 0℃ 。周内最高气温
38 . 5℃ ，出现在 8 月 10 日和 8 月 13 日；
最低气温 22 . 2℃ ，出现在 8 月 12 日。另
外，上周我市降水以短时阵雨为主，局部
大雨到暴雨，雨量累计 1 . 8-99 . 1 毫米。
时下即将进入 8 月下旬，许多被高温
“烤”怕了的市民已开始盼望秋风习习的天
气。遗憾的是，本周，市民们的美好期盼要

落空了。记者昨日从市气象台了解到，预
计本周(8 月 17-23 日)我市仍会出现
35℃ 以上的高温天气，与常年同期相
比，气温偏高，但午后将多有阵雨或雷
雨。预计 8 月 19-21 日多云有阵雨或雷
雨， 22-23 日多云间晴有短时阵雨。随
着短时降雨的频繁光顾，或许能给桂林送
来短暂的凉爽。
本周五将进入传统二十四节气中的

拾金不昧感化人心
“处暑”。所谓“处暑”，古人的解释
是“处，去也，暑气至此而止矣”，意
思是炎热离去。气象专家表示，处暑过
后，虽然高温天气不会马上“撤离”，
但暑气存在的时间将不会太长，且早晚
温度开始逐渐下降。这就意味着，市民
们期盼的“秋高气爽”天气将不再遥遥
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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砍下百亩柑橘改种红心猕猴桃

他带领群众走上甜蜜致富路
□本报记者

猕猴桃预计亩产 375 公斤，售价在每公
斤 30 元左右，可增收 90 万元。
对于生长中正常跌落的果子，陈定周
也想到了物尽其用的好方法——
— 用来喂
鸡，营养十足。现在，不少来到基地采摘
的游客都抢着品尝他的“猕猴桃鸡”，让
采摘体验更为丰富。

蒋伟华

通讯员吴倩茜

张杨

文/摄

眼下正值红心猕猴桃上市的季节。走
进龙胜各族自治县瓢里镇上塘村六安红心
猕猴桃种植基地，成熟的猕猴桃挂满枝
头。不少游客带着孩子在果园里体验采摘
之乐，一旁正在将猕猴桃装箱打包的陈定
周忙得不亦乐乎。几年前，龙胜各族自治
县实施产业结构调整，陈定周积极响应政
府号召，狠心砍掉上百亩柑橘树，种上新
品种——
— 红心猕猴桃。经过几年的发展，
他不仅迎来了丰收，还辐射带动当地群众
共同走上了致富路。

致富不忘乡亲 ，带领周边
群众共同致富

砍下百亩柑橘树，种上红心
猕猴桃
瓢里镇的上塘村，曾经是一个靠柑橘种
植“发达”起来的村子，陈定周也曾在这里
种植了百亩柑橘起家。然而， 2013 年，陈
定周却狠心地将地里的柑橘全部砍掉，尝试
在 80 亩地里改种红心猕猴桃。
是什么让他自愿进行一场种植产业的变
革？陈定周感慨道：“前几年，柑橘价格一
路下跌。劳动程序还十分繁琐，果子从树上
摘下来不能直接上车，必须得先挑回家里装
袋保鲜。再加上黄龙病的影响，椪柑种植已
没有出路。”
改种红心猕猴桃并非贸然之举。恰逢龙
胜实施产业结构调整，陈定周积极响应政府
号召，决定升级种植产业。他跟随县农业局
领导到四川都江堰等地考察学习。结合上塘
村当地的气候和土质条件，陈定周看中了四
川“红阳”猕猴桃的好“钱景”，最终决定
引进种植红心猕猴桃，并成立了龙胜六安猕
猴桃开发专业合作社。
对于引进的新品种，陈定周心里还是有
些顾虑：自己毫无猕猴桃种植经验，如何预
防病虫害等仍是问题。好在县农业局水果站

▲猕猴桃丰收，陈定周喜上眉稍 。
为种植户提供全程种植技术指导，这让陈定
周吃了一颗定心丸。为了更好地掌握管护技
术，陈定周还自己查阅了猕猴桃种植的各种
资料和书籍，连续几年定期自费前往南宁、
南丹等地考察学习先进技术。学成回来后，
果园里的枝条修剪、挖坑施肥等工作，他都
亲自上阵把关。

初尝 “甜头” 让他信心百倍
经过几年的发展， 2016 年，果园里的
红心猕猴桃枝条已有长成之势，陈定周便决
定先小部分挂果，自己先“尝尝鲜”。跟普
通猕猴桃相比，红心猕猴桃个头略小且表皮
平整无毛。拿起一颗红心猕猴桃，剥了皮放
进口中，香甜的汁水马上爆出来。陈定周不

禁一连吃了好几个。他高兴地说：“这个甜
度真高，口感甚至比我在外地学习时尝到的
样品还要好！”
“好吃！”这是身边家人和朋友在尝过
红心猕猴桃后不约而同给出的评价。初尝
“甜头”的陈定周顿时信心百倍。为了提高
生产效益，他花费 2 万多元，先后购置了
公花粉分离机、智能烘干机、授粉器等一系
列先进设备。后来，在当地党委、政府和相
关部门的支持下，他还建起了 60 立方米的
冻库，以备大量储存果子。
果然， 2017 年，陈定周种植的红心猕
猴桃迎来了丰收，湖南、广东的客商纷纷前
来订货，给陈定周带来了数十万元的收入。
2018 年，陈定周开通网络销售平台后，他
的红心猕猴桃更是远销全国各地。今年红心

经过几年的发展，完善的科技设备和
先进的种植技术使陈定周的合作社成了当
地红心猕猴桃种植的代名词。看到陈定周
的成功，不少此前观望的农户也前来讨教
种植经验。这时陈定周就会鼓励他们种植
红心猕猴桃：“合作社会为大家保价收购
果子，销路不愁，你们放心种。”
合作社还成为了以产业促增收、推动
脱贫攻坚的重要突破口。现在合作社共有
会员 37 人，其中 15 人为建档立卡贫困
户。合作社与这些贫困户签订帮扶协议，
免费为他们提供种植技术指导，赠送雄花
花粉，并保价收购果子。
“龙发志种了 6 亩猕猴桃，今年可
增收 1 . 5 万；梁祖双种了 2 亩，农闲时
还来基地务工，收入也不少……”对于帮
扶贫困户的情况，陈定周随口就能说得
出。翻开雇用贫困户务工统计表，上面密
密麻麻地写满了每天工人出工的情况。合
作社吸纳当地和周边村子的群众务工，这
些务工者按照工种的不同，每天可获得
100 至 120 元的工钱。一年可务工 10 个
月，每人每年可增收约 3 万元。
“前两天还有一位老人来到基地，跟
我说他也想种红心猕猴桃呢，我感到很高
兴。”谈到未来的打算，陈定周说，接下
来他将扩大种植面积，多引进几个品种的
猕猴桃。同时吸引更多的群众加入到猕猴
桃种植的队伍中来，从而帮助他们实现脱
贫致富。

兴安：400 亩灵芝成脱贫“良药”
□本报记者陈静

通讯员蒋甲济

文/摄

《白蛇传》的故事里有白娘子为救许
仙，只身潜入昆仑山盗取仙草的描述，这仙
草便是灵芝。 8 月盛夏，在桂林兴安越城
岭腹地， 400 亩山林的棵棵树下，数不清
的丛丛紫色灵芝，吮吸着高山洁净氤氲的湿
气，长得胖胖的，正等待着采摘。
领头做起灵芝种植的村民是兴安县白石
乡的蒋达樟。初见蒋达樟，他正在整理刚采
摘回来的灵芝。谈到种植的灵芝，他一下打
开了话匣子。蒋达樟所在的三友村地处偏
远，缺田少地，交通不便，种植农作物品种
单一，产量极低，乡亲们生活贫困。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2016 年，蒋达
樟望着屋后一座座高山，喝着带着些甜味的
山泉水，思考着如何“吃山”。“吃山”不
容易，得有一口“铁嘴钢牙”。他先后跑了
四川、湖南，回来后就频频往山里跑。那些
日子，大家见他天天爬山，北坡、南坡，树
下、草窠，到处钻个不停。
“也不知道他在忙什么，问他他也不肯
说。”村民老蒋回忆，当时蒋达樟很神秘。
通过对比山的海拔、土壤、湿度，特别是结
合自小到大村民都到山里“拣菌子卖”的经
历，蒋达樟选定了种灵芝作为脱贫的突破
口，他要用“灵芝仙草”改变家乡的穷貌。
2016 年，蒋达樟开始在屋后山上种植
高山林芝。当年，蒋达樟试种的 100 亩高
山灵芝获得了丰收。蒋达樟介绍，灵芝喜潮

▲蒋达樟忙着整理 、晾晒刚采摘的灵芝。
湿，且不能被阳光直射，所以每天都需要浇
水。而这些工作都是由精准贫困户来完成
的。三年来，蒋达樟种植的灵芝由一开始的
几十亩发展到 400 亩，种植户从一户发展
到 20 多户，从自己一个人种扩大到带领贫
困户种植，从收益少到目前年收入 300 多
万元，扣除山林、人工投入净收入达 280
万元。他建立了“盘古岭种植合作社”，让
10 多户贫困户摆脱了贫困。
在采访中蒋达樟告诉记者，他们种植的
黑灵芝是全生态的，种在原生态的树林里，

不施肥不打药，人工除草，再加上兴安适宜
的自然条件，种出来的灵芝与野生灵芝相似
度在 95% 以上。蒋达樟说，灵芝素来被国
人尊为大补之物，目前野生灵芝基本已经绝
迹，药用灵芝都来自人工种植。但由于灵芝
生长的自然条件要求高，很多地方都种不了
或是种不好，所以他种植出来的灵芝基本不
愁销路。“像我去年前年的话，基本上全都
卖出去了。我干货有 15000 多斤，我们正
常的话卖到 210 元一斤。”
自己富裕不算富，带动村民共同走上富

裕路，是蒋达樟心里的一个梦想。灵芝种
植项目的成功为村集体经济发展探索出一
条道路，同时又极大地增加了贫困户的经
济收入。种灵芝需要不少劳力，蒋达樟就
侧重聘请贫困户。这些贫困户在得到山林
承包费的同时，每天还能有 100 元的劳
务工资。
“我帮种灵芝一年下来有一万多元收
入。”讲起种灵芝，周晋才和其他贫困户
都很有感触。 2016 年，建档立卡贫困户
周晋才自己患病，小孩又读书，没法外出
打工。得知周晋才的情况，蒋达樟聘请他
帮忙种灵芝，仅仅在忙的季节做三个月的
事情，收入就可达一万多元。周晋才靠在
家务工种灵芝赚钱，同时又在周边打点零
工，搞些养殖，在当年他就成功脱贫。
现如今，在种植和收获的季节，有
40 多个人帮蒋达樟做事，其中有不少是
贫困户。
目前灵芝已经进入采摘旺季。“每亩
可以采摘五六百斤干货，发往广东、浙江
和上海等地，行情走俏。”看着晒好的灵
芝，蒋达樟信心满满。
“把附近的几百亩地都租下来，扩大
一点规模，带动这边的贫苦户。”蒋达樟
说，下一步他计划扩大规模，要将白石乡
打造成为灵芝之乡。灵芝最大的功效是
“扶正固本，增强免疫力”，蒋达樟的灵
芝种植最大的“功效”是给贫困户提供优
质的产业，增强了对贫困的“免疫力”，
让贫困的毒瘤不再生长。

本报讯(记者徐莹波 通讯员周增燕)近日，市民李三秀
在上班途中捡到一个钱包。为找到失主，她与丈夫连续三天
在现场等失主，终于等到失主并归还了钱包。他们用实际行
动弘扬真善美，传递社会正能量。
李三秀是桂林紫竹乳胶制品有限公司机包三班员工。前
段时间，她在上夜班的路上捡到一个男士钱包，钱包里有
2600 元现金和身份证、银行卡等重要证件。她在现场等了
10 多分钟，一直没看到失主。由于急着上班，她只能先赶
到公司。但她一直在想，“ 2600 元现金差不多相当于我一
个月工资，失主肯定非常着急。”
次日，李三秀下班后与丈夫拿着银行卡来到银行，希望
能找到失主的联系方式。但银行方面因不能透露个人信息拒
绝了她的要求。于是李三秀在捡钱包处贴了一张失物招领启
事，以方便失主联系她。当晚李三秀上夜班时，发现启事不
见了。
第三天，由于李三秀刚下夜班需休息，丈夫就代替她来
到捡钱包的地方，守候了一天，仍没遇到失主。第四天上
午，他又来到现场等，正好失主也在找钱包线索，并向他询
问。在问清楚失主丢失的财物情况后，他把钱包还给了失
主。失主感动地说“遇到大好人了”，并表示要赠予 500
元作为酬劳。李三秀的丈夫谢绝了。
李三秀的丈夫说：“将钱包归还失主，老婆交给我的任
务就完成了，明天可以正常上班了。”

酒驾无证还有吸毒史
这名司机“不得了”！
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陈正涛)日前，在永福龙江往
百寿方向发生一起两车相撞的事故。事故发生后，其中一名
司机面对交警坦言自己喝了不少酒，而且还有吸毒史。 8
月 15 日，韦某因醉酒驾驶，涉嫌危险驾驶罪，被永福交警
部门刑事拘留，还将面临 6 个月以下拘役并处相应罚金。
“当时是红色小车越线撞上对面的面包车。”据事故民
警回忆。凌晨 2 点多，他们接到报警赶到事故现场。在对
双方驾驶员进行信息登记时，红色小车驾驶员韦某有明显的
酒气。韦某坦言自己喝了几瓶啤酒，而且无驾驶证。民警随
即对事故双方口头传唤到百寿交警中队进行询问取证。
在百寿中心卫生院进行抽血送检时，
韦某声称自己因为之
前一直吸毒，
血管不好找。
值班民警随后将韦某带回百寿中队
进行尿检(尿检结果为阴性，
无吸毒症状)，
并作进一步调查。
一路上的交流，民警深入了解了韦某的经历。韦某是永
福县永安乡人，曾因好奇而吸毒，先后两次被送往戒毒中心
强戒。近年来靠着自己的毅力已经不碰毒品了，却因有吸毒
史，在一段时间内无法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因出行需要，他
还是抱着侥幸心理开车上路了。
民警介绍，此次交通事故中，微型面包车正常行驶，无
违法情况，不承担责任；韦某无证驾驶机动车，且系饮酒后
驾驶机动车，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同时，酒精含量检测报
告显示韦某血液中酒精含量高达 136mg/100ml ，达到醉酒
后驾驶机动车标准，已构成危险驾驶罪。
目前，韦某因醉酒驾驶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刑事拘留。他
将面临 6 个月以下拘役并处罚金的处罚。

买“鱼雷”炸鱼出事故
买方卖方“各打五十大板”
本报讯(记者张苑 通讯员廖海云)近日，兴安县人民法
院审理了一起因“鱼雷”炸伤人而引发的纠纷案。案中 3 名青
年人只为图好玩，
相约在小店购买
“鱼雷”
去河边炸鱼，
结果鱼
没炸到，
却把人给炸伤了。
伤者把卖鱼雷和买鱼雷的都告上了
法庭，
结果法院判处买卖双方各承担 50% 的责任。
案中的原告秦某与其中一名被告张甲是朋友关系，而另
一名被告是一家小卖部的老板张乙。一日，秦某与张甲及另
外一名朋友三人相约去“炸鱼仔玩”。三人开车前往一家小
卖部购买“鱼雷”。他们到达张乙经营的小卖部后，由张甲
下车购得四颗“鱼雷”。随后，三人前去河边炸鱼。当秦某
拿起第一颗“鱼雷”点燃导火索后，“鱼雷”立即发生了爆
炸，将其右手、右眼及脸部等多处炸伤。事发后，秦某被立
即送到医院治疗。经医生诊断，秦某右手炸毁伤，全身多处
炸伤，创伤性右眼内异物。经鉴定，秦某伤残等级为六级。
受伤后，秦某认为是张乙销售的“鱼雷”存在质量问
题，而张甲是购买者也应承担一定的责任。于是，秦某找到
张乙和张甲就赔偿事宜进行协商，但未能达成一致意见。随
后，秦某将二人诉至法院，请求判决二人分别赔偿其治疗
费、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残疾赔偿金、精神
抚慰金、残疾辅助器具费等损失的 50% 、 30% 。
法院审理查明，事发当天，张甲与原告秦某等三人是一
起到小卖部购买“鱼雷”的，虽具体实施购买行为的是张
甲，但购买“鱼雷”实为三人的共同行为。且秦某受伤主要
是因为其与同伴违法、冒险使用“鱼雷”引发的。因此，张
甲无需对原告秦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认为，根据相关法律，本案的另一被告张乙明知
“鱼雷”是禁止销售的爆炸品，具有高度危险性，不符合保
障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要求，却仍然违法销售，且未对消费
者作任何真实的说明和明确的警示，同时不能指出“鱼雷”
的生产者和其他供货者，故应对原告的损失承担与其过错程
度、原因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而原告秦某作为一个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道“鱼雷”是市场上禁止自由买卖的
违禁爆炸物品，也应当能够预见燃放“鱼雷”可能给自己带来
的人身危险性，却仍然违法、冒险使用“鱼雷”到河边炸鱼，从
而导致事故发生，
秦某应对自己的受伤负有一定责任。
综上，秦某、张乙对事故的发生均存在重大过失，应当
承担相应的责任。最终，法院判定原告秦某应当对自身的损
失承担 50% 的责任，被告张乙应当对原告的损失承担 50%
的责任。
对于类似案件，
法官提醒：
“鱼雷”
是国家禁止出售的违禁
物品，
具有高度危险性，
无论是经营者还是消费者，
都不能抱有
侥幸心理违法出售或购买，
否则一旦发生事故，
都难逃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