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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莫新建）近日，在临桂区，一
辆从宛田至桂林的班线客车在通过路口时遇红灯，将车尾箱门
翘起直接闯过去，以为这样可以躲避电子眼抓拍，谁知被跟在
后方的车辆举报。最终该驾驶员受到了应有的处罚。

记者日前从交警部门获悉， 10 月 18 日 10 时 38 分，在
临桂区榕山路仙湖路口交通灯处，从大圆盘往机场路方向红灯
亮时，一辆绿色的车牌号为桂 CH1xxx 的从宛田至桂林班线
车翘起车尾箱门，加速冲了过去。“自以为逃脱了抓拍，但还
是被后车的驾驶员举报了。”据临桂交警大队民警介绍，用于
交通违法抓拍的摄像头只能对正常角度的车辆车牌进行违法取
证，对朝上的车牌无法拍摄取证。知道这一漏洞的司机就经常
在违法停车，或是经过卡点时为躲避抓拍而将尾箱盖翘起，让
牌照朝上，这样就可以避免被抓拍到。当日，临桂交警大队的
民警接到举报后非常重视，调出该车闯红灯的视频，并通知该
车驾驶人阳某前往交警大队接受处理。

10 月 23 日下午，客车驾驶人阳某被传唤到临桂交警大队
接受询问。询问过程中，阳某表示对自己闯红灯的行为不知
情，交警把监控视频播放给他看。在铁证面前，他才不得不低
头。交警对阳某不关车尾箱门开车、闯红灯的违法行为分别裁
决，合并处罚。阳某受到罚款 300 元，记 6 分的处罚。

“翘屁股”闯红灯 试图瞒天过海

一班车驾驶员

被罚 300 元记 6 分

本报讯（记者韦莎妮娜 通讯员周愉
/文 通讯员陈国津/摄）为进一步落实开
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工
作要求，践行健康扶贫工作初心，满足人
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健康需求， 11 月
3 日上午，在全州县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
下，桂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研究生学
院联合国内知名专家教授走进全州县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助力健康扶贫”
义诊活动，为当地居民送上健康和温暖，
受到了热烈欢迎。

上午 9 时许，义诊活动在全州县人
民医院举行启动仪式，全州县政府、卫生
健康局和桂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相关领
导先后致辞，数百名全州县人民群众、相
关部门工作人员和参与义诊活动的医疗专
家共同参加仪式。

当天，由桂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桂林医学院研究生学院的 30 名医学专
家、教师和研究生，以及天津医科大学附
属肿瘤医院副院长高明、中南大学湘雅医
院甲状腺外科诊疗中心主任李新营等 7

名全国著名头颈外科及乳腺甲状腺外科专
家共同参与的大型义诊活动在全州县人民
医院和全州县全州镇老乡家园易地扶贫搬
迁安置小区同时开展。

义诊现场人头攒动，经验丰富的医务
工作者认真地为居民量血压、测血糖，并
细致解答群众的各种疑问，针对不同病症
和个体差异提出合理的诊疗建议和治疗方
案，发放免费药品。急救专家还利用专业
的心肺复苏模型，为当地群众和应急救援
志愿者普及应急救护知识技能，传递“人
人学急救，急救救人人”的理念。

当天，来自桂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的医疗专家团队还深入全州县人民医院多
个科室开展教学查房活动，并为该院的医
务工作者们开展了消化内镜手术演示。专
家团队还与当地政府、卫生健康部门负责
人以及一线医务工作者进行座谈，手把手
“传经送宝”，切实推动基层医疗技术水
平进步。

义诊活动期间，医疗专家团队为贫困
群众开展了多台免费的公益手术，减轻贫

困群众的家庭负担。全州县副县长蒋学
军、桂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郑楚
还率领参加此次活动的医疗专家团队走进
全州镇老乡家园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小区，
慰问易地搬迁安置点 7 户因病致贫的贫
困群众，并勉励他们积极树立脱贫斗志，
早日过上脱贫致富的幸福新生活。

义诊活动结束后，医疗专家团队一行
来到全州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开展
革命传统现场教育活动。大家一边仔细聆
听讲解员关于湘江战役历史背景和战役情
况的介绍，一边认真观看馆内珍贵的历史
照片、将士们的军装及用品等。馆内还利
用全息影像、实景重现等形式对湘江战役
及红军长征的艰苦历程进行了生动展示与
呈现，给观者带来了强烈震撼。参观展馆
后，专家、研究生和志愿者们纷纷表示，
要在今后的工作中坚定传承红色基因，弘
扬长征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饱
满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去，为群众提供更
优质的医疗服务，为祖国的医疗事业贡献
自己的力量。

助力健康扶贫 义诊传递真情
桂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研究生学院联合国内知名专家教授走进全州县开展义诊活动

医疗专家团队为老区贫困群众开展了多台免费
的公益手术。

▲义诊现场

□记者陈静

通讯员蒋甲济 黄振开 文/摄

今年 3 月，兴安高尚凤凰村委大北村这
个偏远闭塞的深度贫困村，引来了种椒能手
秦福顺这只“金凤凰”，在他的指导带领下，发
展辣椒种植 700 多亩，年产值近 1000 万元，
每亩可为种植户增收 5000 至 8000 元。前
些日子是辣椒的销售旺季，大北村的辣椒每
天采摘外运 8 万公斤，“火”遍湖南。大北村
村民普遍增加了收入，10 余户贫困户走上脱
贫之路。红红的辣椒成就了大北村村民红红
火火的生活，化身为脱贫致富的大产业。

30 年摸爬滚打，收获丰富“椒经”

11 月 3 日，看着最后一车辣椒被拉
走，秦福顺满是欣慰。“现在种了 700 多
亩，若不出意外，椒农每亩可以得到净收入
5000 — 8000 元。”提起辣椒种植，秦福
顺自信满满，这来自于他为此奋斗 30 年的
经验教训。

秦福顺，兴安溶江人，今年 50 岁。 16
岁辍学跟人外出做生意。从 20 岁开始，先
后在四川、贵州、湖南和区内的南宁、柳
州、钦州等 10 余个地区种植辣椒，形成了
从种植到销售的一整套流程。“种辣椒，赚
到过钱，但也吃过亏的。”他告诉记者，台
风“海燕”的那一年，他在钦州租地种植
5000 亩辣椒，台风一过， 3000 万元化为
泡影。在巨大的打击面前，他曾三天三夜吃
不下饭也说不出话。在客户的鼓励下，凭着
并未被消磨掉的信念，他重新振作了起来，
继续他的辣椒种植事业。

“现在种植辣椒，挣钱只是其中一个方
面，主要是我惦记着这个产业，觉得种了这
么多年，要是不种可惜了。这个产业我会一
直坚持做下去。”种椒已经成为他生活的一
部分，因为他对种椒已经如痴如迷。“种辣
椒是有很多讲究的！”秦福顺抚摸着红红的
辣椒，像抚摸孩子的头。

秦福顺说，有人曾问他能在兴安种辣椒
么？秦福顺断然回答“不行！”因他种植的
都是特别培育的椒种。这些辣椒的种植一看
海拔，要在 450 米以上的山区；二看温
差，昼夜温差要在 8-10 度；三是空气质量
要好，无污染。这些基本条件，在普通的平
原地区肯定不行。

2019 年 3 月，他到高尚凤凰村看望朋
友，在大北村，他拿出海拔仪一测，海拔 455
米。在那里呆了两个晚上，测到的温差是 8
摄氏度，空气透明无纤尘。他再也挪不开步子

了，这地方是种椒的宝地！村委一班子人一听
种椒，也都来了精神。大北村自古有种椒的
传统，这里是丘陵地区，土质虽硬但肥沃。村
委正愁找不到“一村一品”，没想到秦老板这
只“凤凰”自己飞来了，于是一拍即合。

“红霸”病少，辣味足，红而亮；中椒 6
号，口感脆；长辣 7 号，椒相饱满，还有清
香……这几个品种是专门培育的适合丘陵地
区种植的优质品种，也是近两年市场需求量
最大、价格最好的品种。“我种植辣椒几十年，
销售渠道一直畅通，已经有了自己的销售方
式和固定的客户。”秦福顺说，他是按照各地
需求来划分销售区域的，投其所好是他销售
的最大策略：“红霸”辣味足，主要销往湖南和
重庆，“中椒”稍温和些主要销往贵阳和杭州，

“长椒”香辣卖到湖南的多。
谈起这么些年构筑的渠道，秦福顺有他

的“绝招”。每年 10 月左右，在辣椒销售
旺季，他都要在湖南和贵州等市场“根据
地”举办“辣椒宴”，邀请当地的销售客户
吃饭品鉴辣椒。来自商场的大客户、辣椒批
发商，哪怕是小客户都能准时收到邀请赴
宴，他用这种方式感谢并维持好这个销售渠
道。“每个客户只要每斤有 5 分到一角的
差价，只要我能有货供给他们，他们都有可
能赚到大钱，所以我的辣椒能做到货畅其
流，从来没有出现过滞销的情况。”秦福顺
的产业链条已经运转得相当顺畅。他的辣椒
运到销售地，一般不出一小时就能全部销售
完，近 4000 公斤的一车椒三几个客户就能
买完。这样的销售速度凭借的是辣椒的质量
和他的诚信与为人。

他带领大北村民种了 750 亩红辣椒

群山环绕的大北村是凤凰村委一个自然
村，全村 400 来人，有 15 户贫困户。现如今，
秦福顺在这个村承包了近 200 亩山地种植
辣椒，在他的带动下，全村种植了 750 亩。

“原来种玉米、花生，每年每亩收入最
多 1000 来块。现在种辣椒收入高不少。”
村委支书梁定富告诉记者，现在他们把全家
的地都种上了辣椒，单是合同的保底价每亩
至少可以达到 5000 元。

在秦福顺的带动下，大北村 50 多户村
民与他的程千众辣椒种植有限责任公司签了
合同并种起辣椒。合同上写明，秦福顺负责

提供辣椒种子、技术、销售，公司统一收
购，不论好坏保底价每公斤 2 . 4 元，若
市场价高，则按比例加价付给农户。实际
上，这两年来，秦福顺的辣椒外销价格都
在每公斤 3 . 6 元左右，若不出意外，椒
农每亩可以得到净收入 5000 — 8000
元。

秦福顺自己种植的 200 亩辣椒，请
了 40 多人做工，整地、育种、植株、抹
芽、打药、收获，辣椒地在各种时节都需
要各种管护。“男工每人每天 120 元，
女工每人每天 90 元。这些村民有的家里
自己种了辣椒，也到我的地里干活，既学
到技术，也能及时地把技术教给其他的种
植户，大家都能种得好些。当然，这些来
劳动的村民每年还可以得到 1 万元左右的
工资。”

凤凰村穷，当地农民前期的投资几乎
没有，秦福顺把投入包了，除了自己承包
200 亩的投入外，他先后借给 30 多户村
民种植款，种子、药水、水源……只要有
需要，他总是乐意帮助大家，在他的账本
上密密麻麻地记着账，粗一核算有 200
多万元。“做事，老板好像是龙头，要带
着大家一起做，有龙头没有龙尾，龙头也
舞不起；椒农是龙尾，没有龙头的带领，
必然会乱摆，会失去生命。”秦福顺这样
形容他和椒农的关系。

村民蒋德宏是 2016 年建档立卡贫困
户，他正为老板整理椒箱，高兴得额上汗
流个不停，“我今年帮秦老板种椒，每月
有 2000 元工资，加上自己也种一亩辣
椒，一年收入将近 2 万元，脱贫肯定有
希望了！”

“今年越南的辣椒进不来，国内辣椒
品种单一，价格蛮好！”秦福顺指着堆满
一地的红椒，抚摸那饱满的椒果，望着莽
苍的群山，脸上写着自信和坚毅，“明年
我要再在高尚凤凰灵龙两个村扩种 3000
亩，要让辣椒‘漫山红遍’。”

决 胜 脱 贫 攻 坚
推 动 乡 村 振 兴

本报讯（记者张苑 通讯员杨晓晟 文/摄）
11 月 2 日，空明社区组织辖区内 200 多名学生及
家长，开展“大手拉小手，全民参与创城入户宣
传”志愿服务互动。

当天，参与活动的孩子和家长们在社区经过简
单的入户培训后，分成多个小组，对辖区内各居民
小区逐户进行宣传。他们走进每家每户，一边向居
民发放宣传资料，一边指导居民填写民意调查表。

据空明社区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活动旨在开
启全民参与创城的热潮，提升辖区居民对桂林市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的知晓率和支持率。
采访中，参与活动的家长和孩子们对此次活动

纷纷点赞。小志愿者黄妤雅的妈妈说：“社区组织
这样的志愿服务活动非常有意义，既锻炼了孩子的
胆量，又提高了孩子跟他人沟通的能力，不仅自己
掌握了文明城知识，还帮助了他人，同时为桂林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出了一份力。参加这样的志愿服务
活动意义非凡。”

65 岁的唐奶奶说：“创城为民，创城惠民。连
孩子们都懂得为桂林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出一份力，
我们老人家也不能落后。我们可以在买菜、跳广场
舞的时候做好义务创城宣传员和监督员。全民参
与，桂林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志在必得!”

空明社区：
大手拉小手 全民参与创城宣传

▲近期，恭城瑶族自治县柿子大量成熟上市。据统计，今
年该县柿子种植面积有 1 . 15 万公顷，产量为 49 . 2 万吨。该
县注重培育发展柿子优势特色种植业，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

图为该县嘉会镇秧家村农民在晾晒柿饼。

记者汤世亮 通讯员郑智敏 摄

兴安高尚凤凰大北村：

红辣椒种出火红的好日子

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时俊超）不砸窗也不撬锁，只
用沿街挨个拉拉车门碰“运气”，车门一开就能轻松盗走车内
的财物……近日，甘肃一男子流窜至全州，凭借这种简单的手
段屡屡得手。全州警方经过缜密侦查，成功侦破“拉车门”系
列盗窃案，抓获该犯罪嫌疑人。 10 月 29 日，犯罪嫌疑人已
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今年 3 月至 7 月，全州县公安局指挥中心多次接到群众
报警，称在车门毫无损坏的情况下，自家车内财物离奇被盗。
民警经过现场勘查，发现几起案件作案手法相似，遂并案侦
查。

经过数月的缜密侦查，对重要路段进行大量走访，并加强
对重点路段的巡逻，办案民警终于锁定嫌疑人的身份信息：该
嫌疑人为一外地人，在全州居无定所，行踪飘忽不定。

针对这一情况，民警对嫌疑人可能出现的路段进行布控。9
月 27 日下午，办案民警在县城某网吧内将嫌疑人成功抓获。

经审讯，嫌疑男子对多次采用“拉车门”的方式盗窃他人
车内财物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经查，嫌疑男子名叫马某，甘
肃省康乐县人。马某来到全州后，趁夜深无人之际，在县城江
南路附近，沿途拉车门寻找“目标”，后发现一辆面包车车门
没关，遂快速潜入车内行窃，将 1 部价值 4000 多元的手机盗
走，后以数百元的价格变卖给路人。在尝到甜头后，马某便多
次以同样的方式在县城其它路段车内盗得香烟、现金等物品。

警方提醒，很多司机停车后，习惯性摁下遥控器就直接离
开，完全没有在意车门是否锁上，这样就留下了安全隐患。民警
建议：车主离开车辆时，要将车内财物随身携带；尽量将自己的
车停在有人看管、有监控摄像头地段，或是路灯光线较好的地
方；要养成停车后检查的好习惯，确保车窗车门关好锁好。

全州“拉车门”

系列盗窃案告破
警方提醒：停车后要仔细检查车辆

活动中，孩子和家长走进居民家中开
展创城宣传。

工人们正
在对辣椒进行初
选。

▲秦福顺和
他种植的辣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