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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倩 通讯员王荣仕 李小斌） 8 月 24
日上午，漓江大圩码头发生惊险一幕，一名 5 岁的小女孩
在玩耍时不慎落水。所幸正在附近执勤的漓江风景名胜区综
合执法支队队员廖龙旺及时发现，赶到孩子落水处，顺利把
孩子从江中救起。

上午 10 点左右，廖龙旺与其他执法人员正在大圩码头
开展日常巡查工作，忽然听到有人喊“救命”。循声望去，
原来有个小孩在码头玩耍时不小心滑落水中，路人在大声呼
救。在这危急时刻，廖龙旺迅速跑到小孩落水处，将在江中
挣扎的孩子救上岸。孩子奶奶急匆匆跑过来，一边抱着孙
女，一边握着廖龙旺的手，激动地说：“我出去买瓶水，没
注意我 5 岁的孙女，没想到发生意外，还好你及时发现，
要不我可能后悔一辈子，太谢谢你了！”随后从口袋掏出一
沓钱，要答谢廖龙旺。廖龙旺将钱退给了孩子奶奶，并提醒
她一定不能让孩子离开大人的视线，更不能让孩子独自在江
边玩耍，以防溺水危险。

廖龙旺从 2002 年开始就一直在漓江执法部门工作，遇
到过不少溺水事件，他每次都能挺身而出，先后救过十几名
溺水群众。“遇到这种事，只要力所能及，肯定要伸出援
手。”廖龙旺说，“很多儿童溺水事件都是家长疏忽造成
的，所以希望家长们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不能让孩子单独
下河游泳或者到江边戏水玩耍，避免溺水事故的发生。”

漓管执法队员

勇救落水儿童

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陈佩文 文/摄)为推动我市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深入开展，营造全民读书、全民学
习的浓厚氛围，近日，桂林经开区机关党委联合穿山街道
融和社区开展“同享书香，共建文明”新时代文明实践创
文明城捐书活动。

此次公益活动旨在通过公开捐赠，筹集更多可供居民
阅读的书籍，实现图书资源共享。捐赠现场，桂林经开区
机关党委的党员代表和热心居民纷纷捐出自己挑选的书
籍。捐赠的书籍类别涵盖广泛，既有孩子们爱看的青春文
学类、百科类、励志类等读物，也有涉及中老年人养生方
面的书籍，充分满足了不同年龄段居民的阅读需求。另一
边，社区志愿者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图书整理工作，当天共
计收到捐献书籍 123 册。

融和社区负责人介绍，这些书籍将被摆放在社区的图
书角供居民们借阅，让辖区内更多的居民群众能多看书、
看好书，让推进全民阅读落到实处。

我为文明城捐本书

本报讯（记者徐莹波 实习生唐文睿）目前，桂林保险
行业“普及金融知识，支持实体经济”主题宣传月活动正如
火如荼举行。本次活动由桂林银保监分局主办，桂林保险行
业协会组织实施，全市各保险企业积极参与；旨在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六稳、六保”工作相关指示批示精神，
更好地保护广大保险消费者权益。

近期以来，桂林保协围绕活动主题持续开展了一系列宣
传活动，如深入社区开展金融知识宣传，联系本地主流媒体开
展系列报道宣传，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行业动态报道等。

各保险企业也掀起活动热潮。太平洋产险桂林中心支公
司向客户发放宣传折页，讲解预防网络诈骗、防范金融风险
等金融知识，帮助消费者识别金融消费陷阱。北部湾保险桂
林分公司开展普及金融知识暨反洗钱知识宣传活动，向群众
宣传反洗钱法律法规，普及金融知识。国富人寿桂林分公司
开展进企业“宣传金融知识、支持实体经济”活动，介绍保
险对企业和家庭经济保障的功能，对相关企业员工进行金融
知识宣传。平安产险桂林中心支公司持续开展金融知识宣
传，走进社区向群众发放反洗钱宣传折页，提醒群众远离非
法集资。

中国人寿桂林分公司借助“国寿小画家”活动契机，
向小朋友及家长介绍保险知识；开展 VIP 沙龙活动，向客
户分享保险案例，进一步提升客户风险意识。国寿财险桂
林市中心支公司积极发挥保险金融优势助力复工复产，为
受冲击严重的旅游企业减免保费、延长保险期限、扩大延
展保障；为 115 家小微企业客户提供免费延长保险期限服
务；为 11 家民营企业提供复工复产综合保险，总保障金额
151 万元。

桂林保险行业

“普及金融知识”主题

宣传月活动火热进行

■“普及金融知识，支持实体经济”系列报道之三

他们在七夕节自制爱的花艺
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车志龙）

鲜艳明丽的绣球花、清秀淡雅的芙蓉花、
温柔娇俏的玫瑰花……风格各异的鲜花组
合成错落有致的花艺作品， 8 月 25 日上
午，来自秀峰区秀峰街道百梓社区与解东
社区的 10 对恩爱夫妻和情侣，在滨江路
20 号社区会议室体验了一回插花的乐
趣。大家自制花篮，贴上创城口号，既是
庆祝七夕节，也是号召广大市民积极参与
桂林创建全国文明城工作。

上午 9 点多，活动现场的桌面已经
被各种鲜花“包围”。花艺志愿者侯老师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大家介绍了花的品种
和插花技巧，教每位“学员”如何摆放花
朵。

“平常买花，都是选个漂亮的，今天
是要靠自己做个漂亮的，要送给老伴的，
难度不小啊。”居民老刘一边小心地修着
枝一边说。侯老师边演示边讲解，“学

员”们都听得特别认真，手里也没闲着。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创作，一件件漂亮的花
艺作品就完成了。为了更好地宣传桂林创
建全国文明城，工作人员还为花篮贴上
“创城为民 创城惠民”的文字。男士们
将亲手制作的花篮献给了自己的爱人，表
达他们的爱意，这个环节让整个活动沉浸
在幸福和甜蜜之中。邬阿姨接过丈夫送上
的花篮时，笑得合不拢嘴，“以前就讲给
我送花，等了这么久，终于等到咯”。

百梓社区李曲主任介绍，这次七夕活
动的参与者中，既有金婚夫妻也有热恋中
的情侣，在传统七夕节这天，他们聚在一
起，自己动手用作品互相表达爱意，重温
当初浪漫的爱情时刻。与此同时，社区通
过开展“我们的节日”活动，助力桂林创
建全国文明城。

▲社区志愿者正在整理捐赠的书籍。

本报讯（记者蒋伟华 通讯员谢次娣）
8 月 25 日，七夕节，阳朔县第二届遇龙河
竹筏漂游节在阳朔县白沙镇遇龙村委遇龙桥
畔举行。当天由 77 张竹筏连接成 777 米长
的巨龙蜿蜒巡游在遇龙河，洋人“疯子鹰”
演绎不一样的中式婚礼，万盏河灯映亮遇龙
古桥。

近年来，享有“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
游示范点”“中国优秀国际乡村旅游目的
地”“国家级全域旅游示范区”、广西首个
“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盛誉的阳朔县，通过
挖掘漂游文化，深入打造“梦幻遇龙·竹筏
漂游”品牌，不断提升遇龙河国家级旅游度
假区知名度美誉度，持续擦亮“画里山水·
栖居阳朔”的旅游金字招牌。

据了解，本次漂游节由阳朔县遇龙河景
区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主办，白沙镇遇龙村委
承办，白沙镇商会协办。活动内容丰富多

彩，有祭拜石龙头、壮乡歌仙唱响遇龙、
千年曹邺故里荣光、巨龙游江、水上婚
纱、中式婚礼、竹筏竞速、捕鱼表演、筏
上水战、鱼苗放生、万盏河灯映古桥、文
艺晚会、摄影大赛、微视频大赛等 14 项
活动。精彩纷呈的节目既传承与弘扬了古
朴灿烂的历史民俗文化，又让大家共享美
丽乡村建设和全域旅游发展的成果。

据介绍，今年以来，阳朔县在科学防
控疫情的同时，出台了 6 条“硬核”措
施，加快推动文化旅游全面复苏。此次借
力跨省旅游恢复的东风，阳朔县及时举办
第二届遇龙河竹筏漂游节，将有力扩大旅
游消费，促进形成旅游市场全面复苏的良
好态势。

七夕，看巨龙游江，赏万盏河灯
——— 阳朔县举办第二届遇龙河竹筏漂游节

大白天，兴安交警抓了 27 个“醉猫”
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蒋琦莉）酒

驾风险大家都知道，有些驾驶员心存侥幸，
以为交警只会晚上查酒驾。近日，兴安县公
安局交警大队组织 20 余名警力白天在县城
主要路段开展酒驾、醉驾专项整治行动，查
获了 27 名酒驾司机。

在当天的行动中，民警分别在城区
G322 线 1574 公里 800 米、兴桂路新贵花
园路段、 S202 省道 56 公里 500 米、秦人
街 4 个路段设立临时查缉点，对有酒后驾
驶嫌疑的驾驶员进行酒精测试。因为不少驾
驶员自以为白天喝酒没事，查处现场丑态百
出，各种悔不当初。

“你们,你们白天也查啊。”看到民警
查酒驾，这位摩托车驾驶员紧张得说话都有
些结巴。下午两点，执勤交警在三台路秦人
街路口对一辆普通二轮摩托车进行例行检查
时发现，该车驾驶员身上有酒味，于是对其
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检测结果酒精含量为
60mg/100ml ，属于酒后驾驶机动车。据
驾驶员杨某某交代，中午在家吃饭时喝了点
白酒，休息一会儿后抱着侥幸心理准备去某
工地工作，没想到就遇见交警查酒驾。

20 分钟后，同一路口，看到交警查
车，一辆小车接连变道。经查，驾驶员王某
酒精测试仪检测结果酒精含量为 72mg/

100ml 。王某称，中午他与朋友在某农家
乐吃饭，席间喝了二两白酒，自认为喝得少
不要紧，于是驾车送朋友去办事。民警依法
对两人的酒驾行为作出罚款 1000 元，记
12 分，并暂扣驾驶证 6 个月，暂扣车辆的
处罚。

下午 2 时 46 分许，在兴安县辖区
G322 线 1574 公里 800 米处，一辆大型拖
拉机行驶至交警检查卡点时，被执勤交警拦
停检查。经呼气式酒精测试仪检查，拖拉机
驾驶员杨某的检测结果酒精含量为 62mg/
100ml ，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后经查
询，驾驶人杨某于 2019 年 4 月 5 日因饮酒

后驾驶机动车被兴安交警查获，并被依法
予以相应处罚。一年不到，杨某又一次酒
后驾驶，属于“二次酒驾”。根据《道路
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杨某因二次酒驾
的违法行为将面临 10 日以下行政拘留，
罚款 1000 元，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两
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的处罚，其机动
车也被依法暂扣。

兴安交警温馨提示：酒驾醉驾是严重
交通违法犯罪行为，公安交管部门将始终
保持对酒驾行为“零容忍”，并纳入常态长
效整治。广大驾驶员不要心存侥幸，珍爱
生命，酒后禁驾，共创文明，共享平安。

本报讯（记者张苑 通讯员雷娜 文/
摄）庄严的法庭里，“审判长”“审判员”
“公诉人”“法警”和“辩护人”“书记员”逐一
就位，一起“抢劫案”开庭审理——— 与以往不同
的是，这个特殊的法庭上都是清一色的“童子
军”，他们在法院工作人员的指导下，用亲身
体验的方式学习法律知识、感受司法过程。

近日，秀峰区人民法院联合解东社区开展
“青少年法治夏体验”活动，社区 23 个家庭
的家长和孩子们通过志愿报名的方式参与了这
个有意义的活动。

当天，大小朋友们走进秀峰区人民法院，
依次参观了大厅浮雕墙、诉讼服务大厅、法治

长廊等地，孩子们近距离感受了法院法治文
化。让小朋友们最开心的是“模拟法庭”环
节，他们穿上由法院特地准备的法官、法警、
检察官等制服，分别扮演法庭庭审各个角色，
在法院工作人员的指导和讲解下，对一起“抢
劫案”展开了模拟庭审。活动结束后，法院工
作的每一个环节以及贯穿于其中的法律常识都
将深深印在孩子们的脑海中，

“这样的角色扮演不仅仅是形式上扮演，
而且是亲自参与法治过程，不仅让孩子和父母
对法庭审理有了直观的体验，也增强了未成年
人的法律意识和学法懂法的兴趣。”秀峰区法
院相关负责人说。

▲处暑时节，龙胜各族自治县龙脊梯田绿意盎然，放眼望去，层
层叠叠的梯田绿波荡漾，美不胜收，游客徜徉在满目翠绿的梯田之间
放松心情、乐享假期。

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的基础上，龙脊梯田景区积极推进旅游
业复苏，旅游秩序良好。 通讯员潘志祥 摄

绿染龙脊梯田

气势恢宏的“巨龙游江”场面。

记者蒋伟华 摄

居民们展示自己亲手制作的花篮。

记者陈静 摄

在模拟
法庭上，孩子
们在法院工作
人员的指导下
对一起案件进
行“庭审”。

小学生走进模拟法庭

“零距离”体验法治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