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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胡晓诗 通讯员张清元)近
期，北京新增多例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流行病学调查显示与新发地批发市场关联，
并在市场外环境标本中检出新冠病毒核酸阳
性。为做好桂林市疫情防控工作，近日，桂
林市多地疾控中心联合市场监管局，对辖区
内的重点农贸市场、海鲜市场和超市销售的
海产品、水产品、禽畜肉类，及摊位外环境
和相关从业人员开展抽样调查。

截至 6 月 17 日，共对秀峰区、象山

区、七星区、全州县、灌阳县、阳朔县、永
福县的 24 个市场、超市，采集标本 745
份，所有标本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均为阴性。
重点食品监测主要包括三文鱼、鱿鱼、虾等
海水产品，以及冰鲜鸡、鸭、猪、牛肉的表
面涂抹样品。环境监测包括案板、水箱、冰
块、刀具、地面污水等多种外环境涂抹样
品。共计采集 435 份，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结果均为阴性。对 310 名市场、超市的相
关人员开展采样检测，采集咽拭子标本和血

标本，新冠病毒核酸和血清抗体均为阴
性。

此次监测我市市场新冠病毒抽样检
测结果均为阴性。我区多个地市(南宁、
钦州、百色等)监测结果亦为阴性。疾控
专家提示，因进口生鲜食品引起我市新
冠疫情发生的可能性有限，市民通过接
触外环境感染的风险很低，大家无需过
于紧张。

专家提醒，目前国内仍持续有病

例，市民们要继续做好个人防护，养成
良好的生活方式，勤洗手、常通风；到
市场、餐馆等场所要佩戴口罩，保持安
全社交距离；接触生鲜肉类尽量戴手
套，处理完后及时洗手；食物要烧熟煮
透，少吃生冷食物。如出现发热、咳嗽
等症状，要及时到就近的发热门诊就
诊，并主动告知自身活动轨迹及接触
史，就医途中要佩戴口罩并尽量避免乘
坐公共交通工具。

全部阴性！
桂林市开展食品、市场环境和从业人员新冠病毒核酸抽样检测

本报讯(记者徐莹波 通讯员蔡俊)为了
助力桂林打赢脱贫攻坚战，打通全市名优特
产、特别是扶贫特色农副产品产销对接“最
后一公里”，持续推进“壮美广西·三月三
暖心生活节”活动， 6 月 20 日，桂林籍奥
运冠军石智勇化身带货主播亮相京东直播
间，为桂林米粉、荔浦芋等我市知名特产直
播带货。据悉，本场直播带货活动以“中国
力量 助力家乡 扶贫助农”为主题，由市
商务局组织策划。在 2 小时 11 分的直播
中，人气高达 70 万人次，获得网友点赞
186 .8 万人次，带动成交金额超 130 万元。

今年 27 岁的石智勇是奥运会和世界举
重锦标赛双料冠军得主， 2019 年，他参加
宁波亚锦赛、东京奥运测试赛、芭提雅世锦
赛、瑞士挑战赛、天津世界杯等 5 场比
赛，一共 5 次打破世界纪录，展现出神奇
状态，被网友誉为“中国力量”。在直播
时，石智勇携手市商务局派驻资源县瓜里乡
义林村第一书记余斌、资源县瓜里乡副乡长
蔡其瑞，与全国各地网友积极互动，一一推
荐了桂林米粉、罗汉果、荔浦芋、恭城柿饼
等本地名优特产。石智勇等人还特别推荐了
资源县贫困山区出产的茶叶、富硒米等特色

扶贫农副产品。
桂林名优特产携手奥运冠军，为直播

活动带来超高人气。“冠军带货真给力”
“继续加油为国争光”……网友们一边与
石智勇开展网络互动，一边纷纷抢购下
单，荔浦芋、富硒米等特产几乎一上架销
售就被“秒杀”。

“ 1-5 月，全市网络零售额实现
27 .06 亿元，其中农产品实现网络零售额
3 . 53 亿元，位居全区前列。目前，桂林
发展电子商务拉动就业能力进一步增强，
并有力促进本地经济的复苏和繁荣，为保

障居民生活、助力脱贫攻坚、带动消费扶
贫作出积极贡献。”市商务局相关人士告
诉记者，近年来，我市主动适应和引领电
子商务产业发展新趋势，积极推进国家电
子商务示范城市、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
“桂林电商谷”、 7 个国家电子商务进
农村综合示范县建设；全力推进“电商桂
林”工程，构筑电商发展“生态圈”，积
极推进电子商务与其他产业的深度融合；
加快桂林米粉、荔浦芋、桂花糕、罗汉果
等公共品牌建设，打造群众致富“聚宝
盆”。

本报讯(记者张苑 文/摄)“妈妈，我包粽叶，你来帮我
绑绳……” 6 月 20 日上午，在六合社区一居民小区内，孩子
和家长们围坐一起，相互合作包粽子、做香包、画彩蛋，其乐融
融。当天，在社区工作人员的组织下，一场主题为“端午飘香‘粽’
是情，‘艾’心汇聚邻里情”的端午节活动热闹上演。

在活动现场，孩子们成为了“主角”。工作人员首先给孩
子们讲解端午节的来历，以及传统习俗。随后，画彩蛋、做香
包、包粽子等有趣的互动环节依次进行。孩子们在鸡蛋上画上
各种创意图案；将艾草等香料放进漂亮的香包，在自己动手的
同时，了解这些传统节日习俗背后的故事。在最后的包粽子环
节，要求由家长和孩子们共同完成。折粽叶、放糯米和馅料、
捆草绳……在家长和孩子的协作下，一个个或小巧精致、或结
实饱满的粽子完成了。孩子们拿着自己亲手参与包的粽子，一
个个喜笑颜开。

六合社区相关负责人说：“端午节是我们的传统节日，我
们希望通过这样温馨的亲子互动方式，既营造节日氛围，也能
增进邻里间的感情。同时，也把这些传统文化以温情的方式传
播进孩子们心里。”

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庾建梅 文/摄)“毒品有什么
危害？如何识别毒品？发现有人利诱、威逼对方吸食毒品该怎
么办？” 6 月是全民禁毒宣传月，为了教育广大居民特别是
青少年深刻认识到毒品的严重危害性，漓东街道横塘社区联合
广西第五强制隔离戒毒所、七里店派出所，在辖区内中小学开
展以“珍爱生命，远离毒品”为主题的系列教育活动。

“这个草莓奶茶包跟普通的没什么区别呀？”同学小李指
着“奶茶”样品问道。一名警官指导小李对包装袋上的封口线
进行了仔细检查，指出了其中的破绽：“这是借用奶茶包装袋
进行过精心改装的，其实里面装的是毒品。”几名警官系统讲
解了毒品的基本种类、吸食毒品的危害以及青少年如何远离毒
品，使同学们初步形成远离毒品的自我保护意识。通过展示 K
粉、冰毒、麻姑、神仙水、“奶茶”等毒品样品，帮助学生认
识各种毒品的名称、外观及危害，使学生能够真正认识毒品，
提高防范意识。同时，民警还为同学们在生活中如何保障自己
的安全支招，组织学生观看了禁毒宣传图画，并进行了经典案
例讲解，生动形象地向青少年演示了吸食毒品造成的恶果，让
他们更直观地了解毒品带来的危害。

本报讯(记者张苑 通讯员李建华)网店商家承诺“七天无
理由退货”，这是商家对消费者的诚信态度，而恰恰有少数人
利用这一规则的“漏洞”骗取金钱，结果，不仅落下了“失信
败德”的坏名声，还把自己送进了监狱。

近日，桂林的年轻小伙李某就被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
刑 3 年 1 个月，并处罚金 1 万元。

20 多岁的李某大专毕业后找到一份工作，后感觉工作压
力大，工作不到一年便辞职在家。之后，李某做起了网络代购
生意，他在多个网购平台上购物并出售货品赚取差价。由于频
繁在网上购物和退换货，李某发现，某购物网站在退货管理上
存在“可乘之机”。因李某购物量大已成为该网站的信誉用
户，因此在选择“七天无理由退货”时，只需输入一个快递单
号，就可以享受“极速退款”，即商家还没收到退回的货品，
货款就可以先行退回李某账户。

2018 年 7 月至 2019 年 4 月间，李某使用自己及家人、
朋友的网上账号在某网销超市购买商品后，利用“七天无理由
退款”的规则，以虚假退货物流单号申请退货退款，实际不退
还货物的方式，骗取某网销超市退款 280 次，共计 4 万多
元。李某将买来的货物转销给他人或自用，从中获利。之后，
某网站这一“漏洞”被修复，李某的诈骗行为才被阻止。受害
人发现李某不法行为后报了案， 2019 年 11 月 27 日，李某被
公安机关抓获归案。事后，李某家属退还了赃款 4 万多元。

日前，灵川县法院审理后认为，李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多次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
大，其行为构成诈骗罪，遂作出前述判决。

针对李某的行为，法官提醒：诚信乃做人之本，在买卖经
营当中，这一“美德”显得尤为重要。不管是买方还是卖方都
要讲诚信，否则不仅会把自己推向“失信人”的阵营，严重的
还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桂林籍奥运冠军石智勇为家乡名优特产直播带货
在 2 小时 11 分的直播中，带动成交金额超 130 万元

六合社区：

粽叶飘香 温馨传承

这个草莓奶茶包有什么蹊跷？

禁毒宣传进校园

利用网站退货“漏洞”骗取 4 万多元

李某如此“投机”

失信又获刑

本报讯（记者徐莹波） 6 月 18 日，记者
在訾洲公园看到，公园大草坪上种植的 2000
多平方米共 15 万株百子莲正浪漫绽放。一株
株盛开的百子莲仿佛镂空的紫白色花球，亭亭
玉立，组成了壮观的紫白色花海，散发着高贵
典雅的气息，淡雅的颜色和纤细的姿态，如同
一股清凉的风，给人带来清新凉爽之感。

“百子莲是充满着神秘和浪漫色彩的爱情
之花，它的名字在希腊语中就代表着‘浪漫的
爱情’，所以，它的花语也和恋爱有关，是
‘恋爱的造访’和‘恋爱的通讯’。”市林业

和园林局相关人士介绍，百子莲是石蒜科百子
莲属植物，原产于南非，在国内各地多有栽
培，喜温暖、湿润和阳光充足的环境。其花型
秀丽，适于盆栽作室内观赏，也可作岩石园和
花境的点缀植物。

该人士表示，为了进一步丰富我市夏花品
种，让市民在每个季节都能观赏到不同花海，
訾洲公园于去年底引种了 15 万株百子莲，经
过精心培育，现在已进入了盛花期。

訾洲公园 15 万株百子莲浪漫绽放
紫白色花海为夏季带来一抹清凉

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易璋）近
日，资源县发生一起两车相撞的交通事故，
一名男子主动称其是肇事司机，但交警经过
缜密调查，发现他是一名“顶包”者。交警
部门经过仔细核实，终于找到了该起交通事
故的真正肇事司机，梳理出了该起交通事故
发生的前因后果。

日前，国道 241 线资源镇文洞村路段
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小车与一辆面包车
迎面相撞。民警赶到现场后，发现面包车司
机受伤且被困在驾驶室内，另一名短发年轻
男子则站在路边。短发男子称自己是棕色小

车司机陈某，当时他驾车搭乘 4 人行驶到
事发路段时，因为占道行驶一时不慎，与徐某
驾驶的面包车迎面相撞，导致两车车体受损
严重且两车人员不同程度受伤。事发后，他立
即拦停了一辆过路车辆，请热心司机将其车
内 4 名受伤人员送往医院检查治疗。

民警在对事故进行勘查后，发现不少疑
点，在棕色小车驾驶位置上发现了不少血
迹，证明棕色小车司机在事故中受过皮外
伤，但陈某全身上下无半点受伤痕迹。此
外，驾驶位置上还找到了较长的头发，证明
驾驶该车的是一名头发较长的司机，并不是

陈某这样的短发。
面对民警的质问，无法自圆其说的陈

某只好陈述了事实。事故发生后，陈某在
家中接到亲属陈某某的电话，称其发生了
交通事故，请求陈某驾车过来为其“顶
包”。陈某到达事故现场后，陈某某等人
立即驾驶陈某的小车，自行前往医院接受
检查治疗，留下陈某在现场处理交通事故
后续事宜。

随后，民警到医院找到了陈某某。在
诸多证据面前，陈某某承认，事故发生
后，他知道自己酒驾会被交警部门严厉处

罚，于是想到找人“顶包”的下策。经对
陈某某进行血液取样鉴定，证实其血液中
酒精含量为 75 . 96mg/100ml ，已达到酒
驾标准。

为此，资源交警判定陈某某承担该起
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并赔偿事故中所有
的经济损失及人员受伤的医疗费用。同
时，对陈某某首次酒驾且引发交通事故的
交通违法行为，依法对其作出了驾驶证一
次性扣 12 分、罚款 1000 元的处罚。此
外，对企图“顶包”的陈某进行了批评教
育，并另行处理。

酒驾肇事找人顶包 细心交警查出真相

▲活动中，孩子们与家长们一起协作包粽子。

学
生们正在
看禁毒宣
传 小 手
册。

正在盛开的百子莲。 通讯员李腾钊 摄

□本报记者汤世亮 通讯员肖裕桥 姜楠 文/摄

“我们第一次进来的时候不敢相信这是一个单身汉的
家，家里没个婆娘怎么会收拾得这么干净？”资源县车田
苗族乡木厂村正阳山小组的帮扶干部们说。初次走进李桂
清家中的人，绝想不到一个单身汉会把家里整理得这么干
净整洁，几株桃树并排在院子入口，此时已挂满了累累果
实，家中虽然还养了土鸡和猪，院子的地面却异常干净,
屋内家具摆放有致，各类家用电器一应俱全，整洁有序。

生活不顺，他从不抱怨，总是笑着过日子

今年 52 岁的李桂清，是资源县车田苗族乡木厂村正
阳山小组组长。两岁时的一次意外，让李桂清的右脚踝脱
裂，因无钱医治，加重了伤痛，最终成了 3 级肢体伤残人
士。李桂清的母亲体弱多病。在他 16 岁那年，父亲突然辞

世，家里没了顶梁柱，无疑让这个家庭雪上加霜。为挑起家
庭的重担，李桂清学过裁缝、木工等技术活。为方便照顾生
病的母亲，李桂清只能选择在家乡附近谋点事做。

尽管有一技之长，因为活计少，李桂清的收入并不多。
他不仅要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开支，还要负担母亲治病的花
费，生活常常捉襟见肘。而这一照顾便是 26 年，直到 2010
年母亲去逝，当初的年轻小伙子也熬成了现在的中年大叔。

生活上的不顺，并没有让李桂清抱怨。相反，李桂清
对每一个曾经帮助过他的人都感恩在心，并尽己所能帮助
他人。在 2012 年正阳山饮水和村村通工程中，李桂清主
动带领村民筹工筹款，协助施工队完成了各项工作，成为
木厂村片区率先完成道路硬化和饮水的村小组。因为他为
人正直又乐于助人，也由于此次的突出表现，在村委换届
选举中，李桂清被村民选举为新一任村民小组组长。

不等不靠，带着同乡一起脱贫致富

在国家精准扶贫政策帮助下，当别的一些贫困户出现
“等靠要”的思想时，李桂清虽然身体残疾，却凭着自己
的勤劳、勇敢和智慧在种养产业率先开拓出一条路来。他
用实际行动和责任担当向村民证明，只要勤劳肯干，在帮
扶政策和帮扶人的帮助下一定能过上好日子。

正阳山小组 16 户 63 人中，有 11 户 49 人被评定为
建档立卡贫困户，贫困率达 77 . 78% 。作为组长的李桂
清，也在其中。李桂清羞愧不已，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带
领大家走上致富之路，绝不能给国家扶贫工作拖后腿。

“七山二水一分田，水田挂在山腰间”是五排苗乡最
现实的地理和生活环境写照。只靠着种植那山间的几亩水
稻，何时才能脱下穷帽子？一定要发展自己的特色产业。
李桂清一“狠心”，在资源县公安局帮扶人的支持下，筹

措到 5000 元资金，圈养了 5 头猪崽和几十只小鸡。
同时，李桂清不等不靠，主动走出去，寻找适宜当地

种植的特色产业。在了解到西红柿新出的品种——— 珍珠果
时，李桂清觉得适合当地种植，且价格很有优势，可以在小组
里推广，他当即向之前种植的农户讨教经验和技术。

2016 年初，李桂清养的 5 头猪相继出栏，解决了种植
西红柿的资金问题。李桂清开始育苗、开地、培土、施
肥、打桩、搭棚架……西红柿园从无到有，李桂清凭着踏
实肯学，硬是把技术学了回来，并自己一人扛下了所有种
植环节的工作。付出总有回报，当年种植的 780 株珍珠
果，在丰收时为他创造了 20000 多元的纯收入，他带领的
另 3 户种植户也同样创造了丰收，成为 2016 年村里第一批
率先脱贫的贫困户。

身体原因，规模扩大后，李桂清自己一个人无法完成
大量繁重的工作，他便在小组贫困户当中轮流请人帮忙。
“一方面多多少少增加他们的收入，另一方面大家可以一
起学习、交流种植经验技术。”

2017 年，李桂清带领村民加入车田、两水乡的红薯和
辣椒合作社，种植了 200 多亩红薯和辣椒，平均亩产值达
3000 多元，比之前种植水稻每亩多出近 2000 元的收入，这
让小组村民也尝到了产业种植带来的甜头。同样，对于小组
里个别“等靠要”的贫困户，李桂清也会主动去关心。

2018 年，一村民在产业发展中“等靠要”思想严重，
产业没发展，却只想着要产业扶持金。李桂清在了解到情
况后，主动邀请他到自己的西红柿园来帮忙，并对他讲解西
红柿种植经验和自己当初发展产业种植的想法，鼓励他抓住
好政策，带领全家人脱贫致富。终于，这位村民在帮扶人和李
桂清的帮助下，主动加入了红薯和辣椒种植合作社，发展起
了自己的种植产业。

李桂清：笑着承受疾苦，笑着挣脱贫困泥淖

▲李桂清尽管右脚残疾，但他身残志不残。图为
他扛着竹棍走在田埂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