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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游拥军 实习生秦雨喆 文/摄

6 月 30 日上午 9 点，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喜
迎 60 周年校庆——— 第四届创意文化节启动仪式暨
2020 届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毕业服装秀”在花江
校区相思湖畔景观大道举行。

往年的毕业时装秀，都是在空调阵阵的室内、完
美的聚光灯下、标准的 T 台之上。但今年是不寻常
的一年，还没有返校的同学在家里利用简陋的条件
制作起了服装，没能在疫情期间回国的留学生帮着
试起了服装，留在学校的老师在网上指导同学们的
毕业设计……一切井然有序。面对疫情的影响，师生
们以顽强拼搏的精神交出了完美的毕业答卷。

当天举行的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毕业作品展以
“云上花开”为题，意为毕业生们“冲上云霄”，
寄寓他们拥有广阔无限的未来；亦指“云端网
络”，探讨现今网络急速发展背景下，多元素跨界
融合的可能性。

丰富的展演元素、缤纷的色块、驰骋的想象，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毕业生通过
材质、形态表现服装本身的视觉冲击，匠心独运，

将文化、艺术、科技等元素与现代服饰设计的结
构、廓形、色彩进行巧妙结合，充分体现了学生
的创意设计水平和艺术才华。创意服装取材丰富
多彩，风格千姿百态，融入了学生的感情以及对
生活的深切体会，展现出时尚创意与设计灵感的
完美融合。

四年的勤勉苦练都凝结在毕业作品中， 60 名
学生模特展示的 60 个设计作品，比以往有了更多
对世界对社会的感悟和责任，也为母校 60 周年校
庆献上了一份厚礼！

本报讯（记者王文胜 通讯员周建文）无业女子彭某曾
因涉毒被判刑，出狱仅半年，又因涉嫌贩卖毒品罪被秀峰检
察院批准逮捕。

彭某是桂林市叠彩区人， 2019 年因容留他人吸毒罪，
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6 个月，去年底刑满释放。眼下工作
不好找，彭某又吸毒，需要较多的钱购买毒品，每日开销较
大。为了解决毒资问题，彭某通过网络找到一个刷单 QQ
群，加入该群后，每天在网上刷单赚刷单佣金，供购买毒品
及生活所需。

今年 5 月 27 日，彭某因为刷较大的单还差 500 元钱。
为凑齐这钱赚刷单佣金，她通过微信联系之前毒友元某，向
对方推销自己吸食后剩余的毒品冰毒。元某答复可以购买
500 元钱冰毒。当晚，彭某和元某在约定地点交易完准备离
开时，被我市公安民警抓获。

日前，秀峰区检察院认定彭某行为已触犯《刑法》之规
定，以涉嫌贩卖毒品罪，依法批准逮捕彭某。

本报讯（记者张苑 通讯员唐卓东 文/摄）包装袋的
商品名明明写着“ xx 化肥”，可产品成分里却标注含有
“生根粉”等属于农药成分的物质；产品登记证上只写了几
种适用的农作物，包装背面却标注了几十种推荐适用的农作
物……农民朋友们遇到这样的产品可要多加注意了，标注不
明的农资产品往往不是出自正规厂家，使用后可能会对农产
品带来害处。

日前，市市场监管局专业市场管理分局联合市农业农村
局走进叠彩区市场，开展“农资打假”专项检查行动。近期
执法人员将逐一对我市各大农资市场、农资产品销售店等进
行全面排查，以积极净化我市农资产品市场，维护消费者合
法权益。

当天，记者随执法人员来到叠彩区农资市场。执法人员
在检查过程中发现，一些农药产品没有生产许可证；不少化
肥产品没有按照我国《肥料登记办法》标准使用登记的“通
用名”，而是在外包装上标注了五花八门的名称，容易误导
消费者；此外，少数农资产品还存在“以肥代药”等现象。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执法人员对经营者进行了宣传教
育，并勒令其停止销售不合规定的农资产品。

不少经营者表示，大部分“问题”商品都是流动推销
人员送货上门的，至于是否符合相关要求，他们并不知
道。对此，执法人员表示，如今随着国家对农资产品管理
的规范，生产农药、化肥产品都需办理相关证件或进行审
批登记，这也被俗称为农资产品的“身份证明”。按照有
关规定，农药产品必须取得“三证”（农药登记证、生产
许可证、产品标准证）后方可销售，否则将被认定为假冒
伪劣农药；而化肥产品则须由生产企业到农业部门进行审
批登记，并在产品外包装上严格按照登记的通用名称进行
标注，不得擅自标注超登记范围的添加成分，以及其他误
导消费者的字眼。因此，作为农资产品的销售者一定要严
把“进货关”，到正规厂家进货，自觉抵制不明来历的农
资产品流入市场。

此外，执法人员还提醒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到有固定
场所、证照齐全的农资经营单位购买农资产品，购买产品时
要注意索要凭证，以便在出现问题时维护自身权益。

吸毒女子出狱仅半年，

贩毒又被捕

农药化肥都有“身份证明”

用了假货会伤农产品
执法部门提醒：

经营者销售伪劣农资产品要被罚

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陈诗斌） 7
月 7 日是 2020 年全国统一高考的第一天。
当日早上 7 时许，灌阳县公安局办证大厅
民警陈筱琼接到灌阳二高考生黄同学的电
话：昨天晚上收拾高考物品时，他才发现自
己的身份证找不到了，需加急办理一张临时
身份证才能进入考场，十万火急！

接到求助后，根据提前制定的应急预案，
陈筱琼一边安抚考生，一边告知具体办理手
续和方式。她顾不上吃早餐，就赶往县局办证
大厅。黄同学从学校匆匆赶到办证大厅时，陈
筱琼已等候多时。办证加急“绿色通道”启动，
照相、采集指纹、发证…… 10 分钟不到，黄
同学就拿到了他的临时身份证。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要不是你们，
我这么多年的学就白上了，更没法参加高
考！”黄同学对办证民警表示了感谢。随
后，值勤民警驾驶警车将黄同学快速送到
考场。

针对往年考生身份证过期、丢失等问
题，为了给考生提供最大的便利，最大限

度满足考生用证需求， 6 月底，灌阳县
公安局办证民警主动走进校园，提醒考生
及时检查证件是否丢失、过期或损毁，并
粘贴和发布“绿色通道”办理方式。截至
7 月 7 日上午，通过“绿色通道”为辖区
考生加快制证，共为 20 余名急需用证的
考生解决了办证需求。

距高考开考 2 小时 考生申请办理临时身份证
灌阳民警启动“绿色通道”，接力帮助高考生

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邓琳）今年高
考，全州县设 3 个考点 150 个考场，共有
4476 名考生参加高考，考生人数是桂林市各
县中最多的。7 月 6 日上午，该县启动爱心送
考公益活动，180 多辆爱心车辆将为考生免

费接送。
为了保证广大高考考生安全，全州县

提前准备，加大送考司机及接送考生车辆
管理工作力度，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舒适
的交通环境。“为了确保考生安全，我们对

驾驶员进行了突发情况、应急保障等方面
的安全培训，并对车辆进行通风消毒，全方
位为考生做好服务。”参与此次爱心送考的
全州县全顺公交公司负责人介绍，今年该
公司投入 45 辆公交车免费接送学生。

今年高考期间，全州县考生只要凭高考
准考证即可免费乘坐张贴有“爱心送考”的
车辆。此外，针对家庭困难、行动不便、离考
场较远的考生，全州县爱心司机还提供“一
对一”“点对点”定点定时免费接送服务。

全州 180 多辆爱心车为考生爱心送考

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汤赐芳） 7 月 6 日，在虞
山桥以北漓江东岸六狮洲一带，一个孩子不慎溺水，一路过
的村民跳入江中将小孩救下。几经辗转，记者联系上了救人
的英雄周成杰。 35 岁的周成杰是穿山街道六狮洲村民，他
讲述了当时的经过。

7 月 6 日下午 6 点 30 分左右，周成杰吃完晚饭在河岸
边散步，突然听到一阵呼救声，原来是有小孩溺水了。来不
及多想，他就跳入河中，游到溺水孩子身边，把他托出水
面，然后奋力快速将他救上了岸。查看一番后，发现小朋友
呛到了一些水，但并无大碍。周成杰确认孩子已脱离险境，
边上还有很多热心村民后，拧干了衣服上的水，就悄然离开
了。

据了解，溺水的孩子是租住在六狮洲的流动人口。当天
放学后，他和另外两个小男孩约着一起到漓江边捡螺蛳。由
于天气炎热，这个小朋友脱了衣服便一头跳进了水中。由于
对江水不熟悉，踩不到河底，他慌了神，被湍急的江水冲到
水深近两米的远处，一下就沉了下去，情况相当危急，幸亏
路过的周成杰救下。

面对记者的采访，周成杰说：“这是应该做的，遇到这
种情况换做谁都会这样做，只要孩子没事就行。”

六狮洲村民周成杰

勇救溺水儿童

▲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市农业农村局执法人员在叠彩区农
资市场进行检查。

一场特殊的毕业服装秀

虽然炎热，
但阻挡不了表演者
的热情。

学生们冒着
酷暑在道路两旁观
看。

本报讯（记者徐莹波 文/摄）西湖荷
塘历来是桂林人观赏荷花的胜地，每到夏
季，荷塘里荷花盛开时，美不胜收，让赏花
人流连忘返。目前，正是荷花盛开的时节，
但一些市民发现，今年外西湖部分区域却长
满了杂草，与往年满湖荷花盛开的美景相差
较大。对此，西山公园管理处表示，外西湖
周边曾实施过市政管网建设工程，在工程实
施过程中，可能不慎将湖底挖“漏”了，荷
塘存不住水，才导致西湖内杂草丛生、荷花
无法正常生长、开花日益稀少等情况。目
前，公园已联合相关单位查看了情况，并考
虑采取科学措施，尽快改善渗漏现象，努力
恢复西湖满塘荷花的盛景。

7 月 6 日上午，记者在外西湖看到，荷
塘东侧部分已经干涸，杂草丛生；靠近湖中
心的区域荷花开了，但花量也不如往年。

据西山公园管理处相关负责人介绍，正
常情况下，夏天的外西湖水量充盈，水深常
年维持在五六十厘米。如果是雨天，水位还
会上涨不少。对于荷花而言，这样的水量和
环境最适合生长。从 2018 年以来，西湖出

现了明显的湖水流失现象。公园工作人员发
现，往往下一场暴雨，水量维持三四天左右
就会明显减少。到了冬天，园林工人对西湖
进行彻底检查，发现湖底增加了不少裂缝，
有些裂缝甚至有拳头那么宽。到 2019 年，
西湖“漏水”现象更加厉害，公园只好从地
势较高的内西湖给外西湖“补水”，才勉强
维持了去年西湖的满塘荷花。今年，西湖存
不住水的情况愈发严重。无论下再大的雨，
西湖都会在一夜之间从“湖”变成“沼
泽”。内西湖“补水”堵不上外西湖“漏
水”的缺口，水量缺乏导致荷花难以生长，
野草却长势茂盛。不良的生长环境，导致公
园也无法实现荷花的补种、换种，只能眼睁
睁看着荷花日渐稀疏。

该负责人介绍，通过对西湖周边最近几
年发生的工程进行梳理，公园推测，西湖

“漏水”或与 2017 年完工的一次市政排污管
网铺设工程相关。于是，公园已通知实施单位
到西湖周边进行了查看，并计划尽快争取上
级支持，采取有效的科学措施，堵上西湖的

“缺口”，恢复西湖的美景。

西湖荷塘荷花开放为何不及往年
西山公园：外西湖“漏了”，需采取科学措施堵上“缺口”

▲外西湖由于缺水，东侧区域已经干涸，杂草丛生。

本报讯（记者苏展） 7 月 7 日是高考
的第一天。 9 点钟就要开考了， 8 点 30
分，家住安厦漓江大美的考生小李还在家
中，而考场却在市职教中心。如果耽误高
考，后果无法想象…… 8 点 36 分，考生的
家长拨打了桂林本地出行平台送考热线。护
考司机何师傅从接到考生到将其安全送至考
场仅仅用了 8 分钟。

据了解，考生小李是一名独自备考的考
生，备考期间家长大部分时间不在身边。 7
日早晨，母亲通过电话远程得知小李可能迟
到 ， 情 急 之 下 拨 打 了 送 考 服 务 热 线
3881111 。

“一般来说我们建议考生至少提前一个
小时预约，不然司机是很难保证按时送达

的。”桂林本地出行平台负责人告诉记者，
高考期间，去往考场的道路往往比较拥挤。
当时接到这位母亲求助时，大家的反应都是
时间太紧了。而该平台巾帼队员桂 CT8971
司机何君梅听到语音订单后，当机立断点下
接单键，并第一时间联系好李同学。

8 点 44 分，何师傅赶到安厦漓江大美
小区，接到李同学上车，知晓了考场地点
后，何师傅以快捷、安全、舒适的方式向考
场行驶。

8 点 52 分，何师傅凭着熟练的驾驶技
术安全、及时地将李同学送到了桂林职教中
心的考场，此时离考试开始时间只有 8 分
钟，考生、家长、老师、何师傅，都松了一
口气。

高考首日，一考生眼看迟到

护考司机 8 分钟抢送到考场

护考
司 机 何 师
傅。

(图片由市
出租车行业
协会提供)

▲山水之间，
模特在走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