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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收费公路制度改革取消高速公路省
界收费站，是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重
大任务，是关系人民群众切实利益的民生工
程，具有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是我国公路
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加快交通强国进
程中的一件喜事。 2019 年 12 月 31 日晚，
招商公路桂林公司阳朔和桂林 2 个监控中
心灯火通明， 13 个收费站整装待发，公司
领导带队来到沿线收费站指导撤站工程关键
工作。 2020 年 1 月 1 日零点，公司 13 个
收费站取消省界站工程并网切换工作顺利完
成，全体员工共同见证了这一历史性时刻。

系统切换运行的第一天，确保系统运行

平稳、确保通行有序、确保收费有序乃重中
之重。 1 月 1 日，公司领导带队奔赴各个收
费站现场，率先垂范，对收费现场保畅通、
保安全、保服务、保形象工作进行了全面部
署安排：一是加大 ETC 电子不停车收费和
入口称重的宣传力度，利用可变信息板和电
子显示屏滚动播放实时路况信息，引导非
ETC 车辆主动行驶最右侧车道和劝返超载
运输车辆；二是完善现场各种标志标线和交
安设施，引导车流有序通行；三是强化应急
管理，完善应急预案，充分发挥“警路企”
联建机制作用，准备充足的应急物资和建立
防拥堵应急队伍，加强应急值守和信息报送

工作，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四是要求一线人员提高安全
意识和自我防护意识，做好
安全防范工作。截至 1 月 2
日 18 时，在公司上下的共
同努力下，公司 13 个收费
站均未出现大面积拥堵现
象，系统切换后出现的异常
情况均能及时解决，各项保畅保安全措施实
施到位，确保了系统运行第二天平稳过渡。

公司各收费站取消省界站工程并网切换
工作顺利完成，将进一步缓解收费站拥堵、改
善人民群众出行体验，助力节能减排，降本增

效。下一步，公司将持续关注各收费站运行情
况，在重要时段和重大节假日期间加强应急
值守，积极主动应对，制定好管理和防控方
案措施，确保即将到来的 2020 年春运辖区
路段安全畅通。 （唐仁景 文/摄）

新起点，新机遇，新挑战

招商公路桂林公司取消省界站

工程并网切换工作顺利完成

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汤丽萍）为迎接新年到
来，丰富辖区居民节日文化生活，进一步加大平安社区建
设，日前，叠彩区北门街道铁路社区开展了安全宣传活
动。

活动以猜谜语、知识小问答的形式进行。其中，知识
小问答中将预防一氧化碳中毒、安全感满意度、扫黑除恶
等知识融入其中。

此外，该社区还通过悬挂横幅、进家入户、发放资
料、推送信息等方式，进一步加大预防一氧化碳中毒、
安全感满意度、扫黑除恶的宣传力度，打造和谐平安社
区。

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邓香妮）抛绣球、蒙面敲
锣、猜灯谜……为迎接 2020 年的到来，进一步丰富辖区
居民文化娱乐生活，营造浓厚的节日气氛，日前，叠彩区
北门街道水塔社区党支部开展欢庆元旦活动，辖区居民约
200 人参加。

记者在现场看到，套圈圈、蒙眼敲锣、飞镖、猜灯谜
等妙趣横生的游园项目，吸引了不少居民踊跃参与，活动
现场排起长长的队伍，欢声笑语不断。活动结束后，社区
还着重做好预防一氧化碳中毒宣传工作，通过向居民群众
发放一氧化碳中毒宣传资料，面对面讲解如何预防一氧化
碳中毒，进一步提高辖区居民群众的安全防范意识。

“新年到了，老邻居们一起乐呵一下。”在采访中，
居民潘阿姨笑着告诉记者。丰富多彩的游戏让居民们意犹
未尽，在活动中感受到欢乐、祥和、喜庆、和谐的节日氛
围。

铁路社区开展

迎新年安全宣传活动

水塔社区

趣味游园迎新年

□本报记者汤世亮 周绍瑜

通讯员曾治运 易泽峰 文/摄

2019 年 12 月 25 日，地处桂北山区的
资源县寒风刺骨。在梅溪镇大滩头村的一间
加工厂里，机器声轰鸣，一派热火朝天的场
景。

“ 10 斤旱藕（芭蕉芋），能够产出 1 斤的
粉丝成品。按照目前的市场价格，我们能够收
入 60 万多元。”负责人李范笑容满面。

46 岁的李范是大滩头村源宅坳屯人，
目前也是资源县茂兴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负
责人。他曾在桂林做化工生意，接揽工程，
年收入 10 多万元。 3 年前，他放弃桂林的
事业回乡创业，种旱藕，加工旱藕粉，把山
区人眼中的“懒人薯”发展成了带动村民脱
贫致富的“黄金藕”。“一人富不算富，要
富大家一起富”，抱着这样朴素的想法，李
范如今带动发展的旱藕粉丝产业在梅溪得到
大力推广，帮助越来越多的当地农民脱贫致
富。

梅溪镇大滩头村地处桂北山区，为石山
地区，耕地面积少，经济作物单一。大滩头
村历来有种植旱藕的传统。“种植面积小，每
家每户零散地种植，种植技术也简单，不怎么
需要人管理，我们都称旱藕是‘懒人薯’。”李
范说，尽管旱藕种植技术简单，产量也高（通
常一亩产量达 4000 — 5000 公斤），但由于
没有人来收购，当地的旱藕产业一直没有发
展起来，很多村民拿旱藕喂猪喂牛。

2017 年，李范和朋友在桂林聚餐时吃
了旱藕粉，大家都觉得口感好。村里有种植
传统，我们能否把旱藕做成产业？当他把这
个想法跟家里人说时，就遭到了家人的强烈
反对：“村里历来种的‘懒人薯’，你能种
出什么前途？”

有了回乡种旱藕的想法后，李范主动找

到中科院广西植物研究所的专家，就气候、
土壤、海拔等规模化种植条件向专家请教，
获得了很好的建议。经过一段时间的市场考
察和准备工作，李范回到村里。 2018 年，
李范试种了 2 亩旱藕。他又去到南宁、桂
林等地学习制作粉丝技术。当年，旱藕粉丝
成品出来后，他送给亲戚朋友品尝，大家都
称赞他的粉丝好。

“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回乡创
业，就是想带着乡亲们一起脱贫致富，过上
好日子。” 2018 年，李范联合几个有想
法、有干劲的朋友，成立了资源县茂兴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希望通过“村民合作社+企
业+农户”的方法带动更多的村民，一起发
展旱藕粉丝加工产业。

刚开始，乡亲们对合作社抱团发展有很
多顾虑：一旦亏损，一年的收入就没有指望
了。看到大家入社的积极性不高，为了给乡
亲们吃上“定心丸”，他承诺，只要生产加
工出来的旱藕粉丝达到合作社的质量标准，
如果卖不出去，就按市场的价格进行回收，
损失由公司承担。

经过持续动员，先后有 60 户村民加
入，合作社的种植规模也从原来的 2 亩迅
速扩大到去年的 120 多亩。李波是大滩头村
的贫困户，一家 6 口人，因父母生病致贫。去
年，在李范的带领下，李波家种植了 30 亩旱
藕，尽管遭受的持续雨天灾害比较严重，但
总收入仍有望达到 3 万元。

“项目完全投产后，村集体经济每年预

计可获得收益 7 万元，同时带动 20 户贫困
户，平均每户增收 2000 元。”大滩头村支
书曾宪华说，旱藕粉丝产业采用“村民合作
社+贫困户+企业”管理模式，不仅村集体
经济收入有增加，还能带动贫困户共同脱贫
致富。

“能帮助到乡亲们，我也很开心。”这
是李范常说的一句话。他倾力帮助创业青年
和贫困户，为他们免费提供种苗、技术和跟
踪服务。同时，为解除贫困户的后顾之忧，
他对群众生产的旱藕粉丝实行保底收购，或
者让他们在自己的电商平台上销售。今年，
李范准备把旱藕产业基地扩大到 500 亩的
规模，希望能带领更多的乡亲共同走上致富
路。

本报讯（记者韦莎妮娜）新年伊始，我市首
场“沉浸式”读剧会在广西师大出版社独秀书房
拉开了帷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观文馆的领读
人、桂林航天工业学院的 10 余名学生和我市
100 组家庭参与了本场活动，以略带梦幻的方
式，开启了书香馥郁的 2020 年。

“沉浸式”读剧，是近年来逐渐流行起来的
一种读书活动，通过领读人导读，将阅读与“沉
浸式体验”相结合，融合了“读剧”和“游戏闯
关”两种形式。按照书中的描述，还原设置情
境，由导读人进行角色扮演，读者不仅能够身临
其境，还能与其互动，成为书中的角色。简而言
之，就是把书“ 3D 化”“立体化”了。读者的
参与感更强烈，书本内容的体现更直观。

当天，独秀书房设置还原了《爱丽丝梦游仙
境》中的“大厅、树林、三月兔家、公爵夫人
家、海边、法庭” 6 个场景，桂林航天工业学
院的学生们饰演了书中的角色。 100 组家庭通
过阅读剧本，“跳”进兔子洞营救爱丽丝。读者

们玩得不亦乐乎。
“入口处有一盘蛋糕，上面写着‘吃

我’，我就吃了一块。书中的爱丽丝就是吃了
蛋糕后变大了的。我刚才跟素甲鱼一起跳了龙
虾舞，太有意思了。”某校二年级的学生史柳
惠在父母的陪伴下，参加了本次读剧会，立体
读书的方式让她意犹未尽。

秀峰区文化馆馆长、本次“沉浸式”读剧
会艺术总指导鲁莹表示，在过去的一年里，她
与学生们用各种形式赋予书籍更生动的表现，
也让读者在形形色色的读书活动中，不知不觉
爱上了读书。读者们参与其中，甚至还可以决
定自己所参与部分的剧情发展。听剧中人说，跟
剧中人玩，成为剧中人，打破了常规的看、听模
式。在接下来的一年中，策划团队将解锁更多的
读书方式，为爱读书的人呈现更多的优秀书籍。

走基层·见闻

“懒人薯”变身脱贫致富的“黄金藕”

我市举办首场“沉浸式”读剧会

▲现场指挥调度，确保系统运行平稳，现场通行和收费有序

本报讯（记者王文胜 通讯员曹长青）日前，记者从
市委政法委获悉，去年 12 月 25 日，市国家司法救助工
作领导小组等一行，先后去到雁山区及永福县，向七户申
请人送上国家司法救助金。

首先领到国家司法救助金的，是女大学生小赵。据
了解， 2018 年 6 月 11 日，在恭城瑶族自治县，小赵的
父亲赵华军因交通事故身故。经该县法院判决，事故当
事人唐某某赔偿赵华军 22 . 4642 万元，但赔偿一直没有
执行。父亲去世后，在校读书的小赵没有了经济来源，
生活困难，她申请得到司法救助。市国家司法救助工作
领导小组审理核实了情况，为缓解申请人生活压力，给
予她国家司法救助金 3 万元。

当天，市国家司法救助工作领导小组来到雁山小赵就
读的学校，将救助金送到她的手中。

永福县的潘某林， 2016 年 11 月 21 日驾驶摩托车与
涂某驾驶的轿车相撞而受伤。永福县法院判决涂某赔偿潘
某林各项损失 16 . 2913 万元。法院对涂某名下财产进行
查询，除每月扣划其工资 2500 元，没有财产可供执行。
潘某林受伤后丧失劳动力且长期服药，他的父母年迈无劳
动能力，他们一家属于低保户。给予潘某林的 5 万元国
家司法救助金，当天也送到了他的手中。

据了解，当天共有七户申请人领到了救助资金。他们
不仅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同时真切感受到法律
公正的力量。他们纷纷表示，一定好好生产、生活，将日
子过得红红火火。

据参加发放活动的市国家司法救助工作领导小组相关
负责人介绍，我市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国家司法救助
工作， 2019 年，全市已向 408 件救助案件、 578 个救助
人，发放国家司法救助金 664 .53 万元。

据了解，近年来，为管好用好每一笔司法救助款，我
市坚持专门人员主动走村入户，详细摸底排查了解每一户
申请国家司法救助家庭的实际情况，与当地有关部门协调
沟通共同做好申报工作，并及时对符合国家司法救助对象
家庭实施国家司法救助。

我市七户申请人

收到国家司法救助金

“沉浸式”读剧会现场。

记者韦莎妮娜 通讯员蒋正春 摄

▲旱藕产业发展起来后为当地不少贫
困户提供了就业机会。

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黄婉儒)“谢
谢你们的帮助，这份礼物你们一定要收下。”
日前，一位白发老人来到百梓派出所，老人手
里拿着一面锦旗，上面书写着“不忘初心守使
命，老百姓的守护神”。老人说，他是专门来感
谢百梓派出所的民警救了他老伴的命。

这里面有着怎样的故事？ 1 月 1 日，记
者电话采访了送锦旗的冯金泉老人。

78 岁的冯金泉与老伴住在百梓巷一处
没有电梯的老房子三楼。日常走访中，百梓
派出所民警了解到，两位老人虽有两个女儿
却都不在身边；老人年纪大，患有心脏病、
痛风等疾病，病痛发作之时，常常感到无
助、无奈。民警对这一对老人很是关心，留
下了便民联系卡，还反复叮嘱他们，有困难
的时候，就给民警打电话。

前不久，冯金泉的老伴突发心肌梗塞，
危急之时，他急忙拨通了百梓派出所民警的
电话。民警第一时间赶到老人家中，将其老
伴从三楼背下来送到医院救治。由于救治及
时，冯金泉的老伴没有性命之忧。

“遇到困难的时侯，我们真真切切得到了
他们的关心帮助，非常感谢他们救了我老伴
的命！”冯老先生告诉记者，知道别的东西民

警不会收，他特意叫人制作了这面锦旗，送给
民警当做新年的礼物，以表心中的感激之情。

这面锦旗对百梓派出所全体民警来说也
是莫大的鼓舞。该所负责人说，他们也向群
众承诺，将以实际行动学习“枫桥经验”，
并以“百万警进千万家”为契机，加强警民
沟通互动，树牢服务意识，进一步提升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一份特殊的新年礼物

李范展示已经获得市场认可的旱藕
粉丝产品。

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胡越峰 卢永娜）日前，
在泉南高速灵川段，一辆货车侧翻在高速路匝道旁，驾驶
员被甩出车外，当场死亡。

事发当天 6 时 30 分许，桂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高速公路管理二大队接到广西桂兴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
监控中心报警，称在 G72 线泉南高速公路 1095 公里由北
往南方向的灵川匝道口，一辆货车冲出高速路面侧翻，驾
驶员倒在护栏边。

值班民警到达事故现场后，看到一辆蓝色轻型仓栅式
货车侧翻在护栏外面，驾驶员倒在护栏边，货物撒落，车
辆受损严重。经医务人员诊断，该驾驶员已经没有生命迹
象，确认死亡。

民警经初步勘查分析，事故的发生可能是由于车速过
快，加之路面湿滑，驾驶员在进入匝道转弯采取紧急制动
时，安全带被扯断，驾驶员随即被甩出车外当场死亡。目
前，该起交通事故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交警部门提醒，近期桂林雨水天气较频繁，路面湿
滑，驾车要保持安全车速、车距，保持注意力集中，系好
安全带，谨慎驾驶，切莫超速行驶。

货车在高速匝道

侧翻

驾驶员被甩出车外

身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