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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莫新
建）近日在临桂区，一辆老年代步车不
仅违规上路，而且闯红灯，结果被一辆
正常行驶的车辆撞倒，老年代步车驾驶
员受伤，车辆损坏。最终交警通过监控
视频还原事故真相，判定老年代步车不
符合机动车上路行驶要求，存在闯红灯
的违法行为，对此次交通事故负全责，
小轿车一方无责任。

8 月 3 日下午 5 时许，在临桂区，一
名老人驾驶一辆无号牌的老年代步车上路

行驶，在经过路口时闯红灯，结果被一辆
正常行驶的小轿车撞倒，老人受伤，颈椎
骨折，颅内有出血，目前还没有脱离生命
危险。交警的监控视频以及轿车的行车记
录仪清晰记录了老年代步车非法闯红灯的
经过。

轿车司机蒋某说，当时他驾驶小轿车
沿万福路从东往西行驶，在行驶至万福路
与人民路交叉口时，他遇到红灯就停了下
来，是排在最前面等红灯的车，当时大概
下午 5 点钟左右，太阳西下，阳光刺

眼，轿车左前方 A 柱刚好挡住了左前方
的部分视线，他看到前方绿灯亮时，正常
起步前行，根本没看到对向闯红灯左转而
来的老年代步车。从监控视频看，老年代
步车速度挺快根本没有让直行的意思，结
果就撞上了。事故发生后，他打电话报
警，拨打 120 对伤者进行抢救。

交警通过调取监控录像及轿车的行车
记录仪，还原事故发生的经过。老人驾驶
无牌车辆上路行驶且闯红灯是引发事故的
直接过错原因，轿车正常行驶，无过错行

为。目前事故还在处理中。
现在市面上一些电动三轮车、四轮

车，以为老年人做代步工具为营销口
号，吸引了一些老年朋友购买。商家在
出售的时候会告诉消费者不需要上牌，
而事实上这类车很多不符合国家安全标
准，是上不了牌的。交警提示：电动三
轮车、四轮车上路需悬挂号牌，驾驶人
应具备机动车驾驶资质；违法上路将面
临拘留、罚款、扣车等处罚。

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黄晓）小区车位不足，车辆违停占用
小区内外部道路，业主之间矛盾频发，也堵塞了消防通道。这是位于
明珠花园小区 20 栋旁的明珠幼儿园门口的现状，也是居民们面临的
老大难问题。

近日，在七星街道三里店社区的多方联动整治下，这一难题得到
解决。消防通道安装了禁止占道警示牌，门口的路面上也划了黄线和
禁止占道的标识。“闹心了那么久的通道隐患终于解决了，社区给我
们办了一件实事。”到明珠幼儿园接送孙子的居民邓阿姨高兴地说。
她告诉记者，位于明珠幼儿园门口的消防通道既是家长接送孩子进出
的要道，也是幼儿园 400 多名孩子的安全通道，却被部分车辆违停
占据，并且带来安全隐患。

创城期间，三里店社区为解决这个难题，把情况反映到包点单位
七星区应急管理局。该局协调消防、交警等部门对幼儿园消防通道进
行路面划线和安装警示牌，包联单位市农业农村局出资赞助了相关费
用。至此，该通道的安全隐患得到了有效的化解。

消防通道被堵居民堵心

社区多方联动解难题

老年代步车闯红灯被撞倒 交警判定司机负全责
交警提示：驾驶电动三轮车、四轮车违法上路将面临拘留、罚款、扣车等处罚

□本报记者韦莎妮娜 通讯员陈国津

在桂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九号楼前，桂林市率先投入使
用的户外核酸采样工作站已稳定运行使用三周，为强化桂林常
态化防控措施，严防疫情输入反弹提供助力。该工作站采用内
外全隔离的设计，采样人员通过密闭的手套操作口进行采样操
作，实现与受检人员接触隔离，并且仅佩戴一次性医用口罩，
无需再穿着厚重的防护服、头顶烈日工作了。

据了解，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常态化，入院筛查、陪
护筛查、复工复学、在外出差等“应检尽检、愿检尽检”核酸
检测排查的需求越来越大。高温酷暑时节，天气越发炎热，检
测采样的医护人员穿着密不透气的防护服，长时间全副武装工
作容易发生缺氧、中暑等状况。

“为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减轻医务人员负担， 7 月 20
日，桂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搭建完成桂林首个户外核酸采样
工作站投入使用。”医院院长葛波介绍说，户外核酸采样工作
站仅向非发热人群提供采样，且占地面积宽广，一方面为群众
提供了更为舒适、安心的环境，另一方面也有效防范可能会发
生的院内感染。同时，工作站内配有空调并完全按照院感标准
进行了全密闭的设计，内外完全隔离，充分保障了一线采样医
护人员的健康与安全。

在户外核酸采样工作站前，前来接受采样的人员在医务人

员的引导下有序排队，提交身份信息进行登记后，采样工作
站内的医务人员就会快速进行采样。“来，咱们把嘴长大，
说‘啊’，很快就好了……”户外核酸采样工作站内，一名
负责采样的医务人员将双手放入连接外部的手套操作口，戴
上一次性医用手套并进行消毒后，一边通过窗口对讲机与受
检的市民交流，一边进行咽拭子采样。采样后，采样人员将
咽拭子棉签放入采样管中，封好盖。另一名工作人员接过采
样管，擦拭表面、贴码、登记后，再将采样管放入生物样本
箱内，整个过程仅用时 1 分钟左右。

“这个采样点设在户外的树荫下面，有椅子可以坐着等
候，这样的安排很贴心！医院专门把我们非发热人员和发热
病人分开，排队区域还设置了一米线，也让我们更放心，而
且医生护士们的服务态度也很好，我们十分满意。”一位接
受咽拭子采样的市民说道，来医院进行核酸采样前，他还担
心人群聚集，没想到医院提供了户外的采样场所，并且采样
过程方便快捷，这让他感到很安心。

据了解，工作站自 7 月 20 日运行至今，已稳定运行三
周，已为近 3000 人次进行了咽拭子采样，检测均能在 12
小时内完成。有效地助力了桂林常态化疫情防控，更受到
了自治区卫健委医院发热门诊、感染管理及新冠病毒核酸
检测能力专项调研组的肯定。未来，桂林医学院第二附属
医院还将进一步提升业务水平，为患者提供更高效、优质
的医疗服务。

桂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户外核酸采样工作站率先在桂林投入使用

采样现场。 欧科彤 摄

□本报记者刘健 通讯员张立波

实习生卢禹辉 张文彩

近日，记者乘车来到阳朔县金宝乡竹
山村，在一栋半新的砖房前，见到了 54
岁的“农民画家”何奕云。他告诉记者，
因为过去卖画的收益较少，也没有稳定的
发展方向，他被评为了贫困户。在村里的
帮助下，他调整了产业发展，而且通过不
断练习画画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如今，他
靠画画每个月的收入可达到 7000 元，不
仅有了自己的画室，而且他的画也卖到了
全国各地。

坚 持 学 画 2 0 年 ，但

“败”给了贫困

“我从 1996 年开始学画，那时我已
经 30 多岁了。最初，我是看到我哥哥给
人家画炭笔画，很受欢迎，而且可以赚钱
补贴家用。所以我就动了跟着哥哥学画画
的念头。”何奕云回忆说，但那个时候条
件很苦，经济也比较拮据。

“当时我连毛笔都没有拿过，为了学
会使毛笔，我不分白天晚上都在练习。在
我经济最紧张的时候，我甚至连买盐的钱
都没有，但还是想方设法去凑钱买颜料，
很多时候都只能厚着脸皮问哥哥借。”何
奕云告诉记者，学工笔画并没有想象中的
简单，技法繁多，所以他学得很艰难。

“工笔画技法上光是基本分类就有皴、
染、勾、点，细分下来还有十余种，绘画的时
候还要遵循三勾九染的十二道绘画工序。”
何奕云说，学了半年以后，他也萌生过放弃
的念头，但哥哥一直鼓励他坚持下去。

“当时我主要就是临摹，不仅要认真
分析落笔的地方，还要一点一点去记住那
些线条，每天都是重复这些内容，我练习
了一年才能画得‘像’一幅画。”何奕云
说，他不分昼夜地练习，想早一点能“卖
画”。

“ 1997 年，我拿着自己画的画，和
朋友一起去桂林安新小区的书画市场去
卖。终于，有人花 20 元买走了我的一幅
画，那是我第一次卖画赚钱。我心里特别
有成就感，有了继续画下去的动力。”何
奕云更加刻苦学习画画了。

“由于我的画技还不是很成熟，靠卖
画还不能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我家里有 5
兄弟，分给我的田地很少，当时家里主要
经济来源还是靠种植了一亩多金桔，一年

才有 3000 元左右的收入。”何奕云说，
后来他和老婆离了婚，一个人照顾着 90
岁的老父亲和一个正在上学的小孩。

“我父亲患有糖尿病和冠心病，每年
看病要花不少钱。孩子很快就要上大学，
一年开销大约要 2 万块钱。”何奕云在
经济的重压下，开始借债支撑生活，也不
能静下心来画画挣钱。 2013 年，他被评
为了贫困户。

冲破画画瓶颈，他脱贫并

建起了新画室

“在村里和帮扶干部的帮助下，何奕
云的小孩上学享受了雨露计划政策，老人
也落实了慢性病医保，他也把自家种植的
金桔换成了更容易管理和产量更高的沃
柑。”村支书梁天德告诉记者，竹山村有
不少人选择通过画画创收，村里一边帮助
何奕云发展产业，一边也鼓励他继续画画。

“政府帮我解决了很多问题，让我经

济 上 宽
裕了一点，
我的心情也变得
愉快了，到了晚上，我就
全身心扑到了画画上。”何奕云经常会画
到凌晨一点钟。当时他居住在一间小平房
里，甚至连厨房都没有，烧火的烟把屋顶
都熏黑了。在这样的环境里，何奕云练废
了 200 多支毛笔。

记者观摩何奕云画画时发现，他的手
指可以轻松而稳健地握住两支笔，交替着
进行染色，勾线时也一气呵成没有停顿。

何奕云介绍说，他在练习勾线上花了很
大功夫，勾出来的线条要有力才好看。

“也许是心境放开了，我画画的
‘瓶颈’很快也打开了。像四尺的鱼我
每天能画出 10 幅，每幅画能卖 30
元；八尺的丹顶鹤需要的技法要更成熟
复杂，我每天也能画出 3 幅，每幅画
的售价可达 100 元。”何奕云说，当
时他主要靠摆摊卖画获得收入，但他凭
卖画脱贫已经没有问题。

2015 年，何奕云不仅实现了脱
贫，而且很快就建起了一座新房。

“我终于有了一间真正的画室，每
天能在宽敞、明亮的画室里画画，效率
自然比以前更高了。”何奕云笑得合不
拢嘴。

画作卖到全国各地，未

来他期待举办个人画展

“现在我有一个微信群，专门接
收全国各地客户的订单，每天都

忙不过来了。”何奕云说，
如今，他的月收入能够轻

松达到 7000 元以上，
而 且 订 单 应 接 不
暇。不过，他也没
有满足于此，而
是开始挑战难度
更 高 的 写 意
画。

“我现在
开始学习人物
写意画，这种
画法要求更高，
技术更难准确掌
握。”谈话间，

何奕云拿着两张他
画的简笔人物画出

来 ， 一 张 “ 桌 前 品
书 ” ， 一 张 “ 藤 下 闲

坐”，虽然尚未成熟，但也颇
有些味道了。
何奕云说，现在他从早上 8 点钟

开始练习画画，除了吃饭以外，一直要
画到晚上 11 点才停笔。他说，如今收
入问题不愁了，他考虑的是如何让自己
的画“路”越走越宽。

“以后有可能的话，我还想到南
宁这样的大城市办个人画展，让越来
越多的人欣赏我的画。”何奕云笑着
说。

“农民画家”何奕云：

用画笔摆脱贫困描绘美好生活

何奕云
和他的画。

记者刘健 摄

何奕云
正在画画。

记者刘健 摄

▲近日，秀峰区秀峰街道榕湖社区与挂点单位桂林日报社、区科
技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及社区的志愿者等 30 余人，在古南门举办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志愿服务活动。活动现场，工作
人员向过往居民群众发放创城宣传资料，为居民答疑解惑，号召大家
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培养良好的文明习惯，以实际行动影响和
带动身边的人积极参与到创城活动中。 通讯员肖婷 摄

鹦鹉社区开展

创文明城宣传活动

本报讯（记者胡晓诗 通讯员林恒）为进一步深化文明城市创建
工作， 8 月 6 日上午，鹦鹉社区组织辖区内的学生开展了第二期创
文明城宣传活动。

活动以小朋友的架子鼓表演开场。“过马路时行人要找什么”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中秋节是几月几日”……内容涵盖
各个方面的有奖知识问答，吸引小学生们积极举手参加。接下来的垃
圾分类知识竞赛更是有趣，小学生们分为 3 组、每组 6 人进行垃圾
分类比赛，在最短时间内将写有日常垃圾名称的卡片投放到相应的垃
圾桶里，为垃圾找到正确的“回家路”。最后还举行了“爱我家园，
有你有我大清扫”环节，同学们拿起扫帚、钳子等劳动工具，到社区
路面、绿化带等存在垃圾的区域进行了清扫和捡拾。

本次活动带动社区家庭参与到垃圾分类、文明城市创建中，引导
市民养成讲文明、讲卫生、讲科学的健康生活方式。

▲垃圾分类知识竞赛中，小朋友们正认真为垃圾进行分类。

记者胡晓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