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建武夷山旅游警察大队
成立一年多为景区撑起“安全伞”

景区治安秩序
由“乱”到“治”
据新华社福州5月13日电（记者王成）

日前，福建武夷山市公安局旅游警察大队民
警在九曲高速路口巡查时，发现一辆疑似

“野导游”揽客的车辆，民警上前盘查，当场
查获1名“野导游”，这已是该大队自2017年
1月成立以来查获的第68名“野导游”。

“曾有一段时间，武夷山‘野导游’非
法拉客、欺骗游客、强买强卖、价格欺诈等
旅游领域违法犯罪案件时有发生。”武夷
山市公安局旅游警察大队大队长陈杰说，
大队成立后，与旅游、交通执法等部门合
作，成立联合执法、暗访督查和打击整治
等多个行动小组，促使景区治安秩序实现
由“乱”到“治”的转变。

临近夏季旅游高峰，武夷山景区内游
人如织。记者在景区看到，流动巡逻的民
警随机到餐馆、商店等人流密集处执勤，
与岗点民警形成呼应，大队还依靠新技术
手段获取的车流量、易堵路段分布情况，
灵活调整岗点，调度执勤力量，重点开展

“反扒”和“黄牛”整治工作。
“我们时常接到一些游客的紧急求

助，都是突发情况，必须快处警、快帮助，
将游客损失降至最低。”旅游警察大队民
警钟治武说。

据介绍，武夷山旅游警察大队成立一
年多来，共劝告围追兜售、非法揽客人员
35 人次，帮助游客 2400 余人次，查获各类
违法犯罪案件 92 起，查处非法运营“黑车”
118 辆次，为武夷山景区撑起了“安全伞”。

生命繁盛的夏天，就该有这样一池的荷花来装点。荷花
静开在唐诗宋词的字字珠玑里；荷花芬芳于明清的水墨丹青
间；荷花摇曳在每一个心驰神往的梦境中。

一直以来，荷花都是有佛性禅意的花。她既有入世的执
着，又有出世的清逸。当所有的美丽落幕，你能否读懂她秘
而不宣的心语。

经历过春天的萌发，夏日的狂热，秋季的沉淀，荷花走过
了繁盛、坚守、寂寞和挣扎，残荷的意象，凝练成一个个凄美
的句子，盈盈立于水中央。那些挺拔的梗茎，还昭示着生命
的坚韧和意志的顽强。在深秋的苍茫中，荷花具有了含蓄而

内敛的风骨和气象。
荷花的一生跌宕起伏，她举一世繁华，呈现的是万顷碧

波的壮阔，留给自己的是一颗裹着淤泥的种子，最后留给世
人的，是藕断丝连的柔和与设身处地的宽容。

有人说：“荷花是需要仰望的。”仰望荷花，其实就是仰望
我们内心的至美与脱俗。

人的一生若能活出荷花的姿态，不管是风雨交加，还是
风和日丽，能常怀一颗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心态，于喧嚣世俗
中，手握一份舍得，静守一方淡泊，安之若素，笑对浮生繁华，
那该有多好！

在时光的长廊里，且让我们点一炷心香，在生命中安放，
驾一叶希望的兰舟，载着一路的云淡风轻，一起驶向幸福的
藕花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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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公 告
（2018）琼 0105 民初 478 号

陈丹丹：

本院受理原告潘心贵、吴爱连诉被告海口秀英九洲停车

场及你返还原物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反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参

加诉讼通知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副本、诉

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等诉讼材料。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并定于 2018 年 8 月 3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

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二 0 一八年五月十一日

“小姐你过来你过来！”茶店里，一位
顾客高声喊，指着面前的杯子，非常严肃
地说，“看看你们的牛奶是坏的，把我一
杯红茶都糟蹋了。”

“真对不起”，服务小姐赔着不是，
“我立刻给您换一杯。”新红茶很快就准
备好了，碟边跟前一杯一样，放着新鲜的
柠檬和牛奶。小姐轻轻放在顾客面前，
又轻声地说：“我是不是能建议您，如果
放柠檬，就不要加牛奶，因为有时候柠檬
酸会造成牛奶结块。”那位顾客的脸，一
下子红了，匆匆喝完茶，走出去。

有人笑问服务小姐：“明明是他土。
你为什么不直说他呢？他那么粗鲁地叫
你，你为什么不还以颜色？”

小姐说：“正因为他粗鲁，所以要用婉转的方式对待；正
因为道理一说就明白，所以用不着大声。”

理不直的人，常用气壮来压人。理直的人要用和气来
交友。

旷野或钢琴
□池沫树

江水，落日浑圆
忘记你，并不能忘记你的歌声
一片薄薄的纸片，紧贴胸口
一个小小的震动，风卷沙扬
皮肤上的盐，和水，一双明眸
秋天的树林攥紧骨头
谁弹奏了一下，风卷沙扬
一双明眸，小径上忧伤的溶汁
哦，马车带走，苹果，山楂树
枯叶蝶，疲惫的农夫
哦，再见，旧时的山坡，灌木丛
河流带走，马车带走

仰望荷花
□王军贤

理
直
气
和

□
网
文

诗性神性与人性的完美对接
——品读雁西的组诗《世界再大也是个球》

□佘正斌

一首好的诗歌，不仅仅在语言上能给读
者带来阅读的愉悦，更在诗意空间呈现无限
可能的美和灵魂的教化。雁西的组诗《世界
再大也是个球》以人与雕塑对话的方式，富
于雕塑以诗性、神性与人性，并使之融为一
体，完美对接，展现一幅幅空灵、无与伦比的
心灵图景。

说句心里话，第一次读这组诗，就像有
一股强大的电流不经意间深深触动我灵魂
深处的某根神经，让我欲罢不能——思绪总
被诗人所营造的意境纠缠——这在于一种
诗意美学的构建和诗人对生活的深入体验
与能动抽取。

“从我的青铜之身，还有你的气息/故国
哟，你的样子渐渐模糊/尽管心中依然怀念，
一切成为记忆的/风景。我的跪拜，是在向
时 间/向 生 命 致 敬 ，和 感 恩 ”（节 选《致 故
国》）。细细品读这节诗，给我的感觉，不仅
语言优美，也展现了诗人的心胸格局和思维
方式的自我修炼，更在于诗人独特的情绪体
验和思想的深刻内敛。“我的跪拜，是在向时
间/向生命致敬，和感恩”。多么富于哲思和
情趣，使《故国·颂》的雕塑在读者面前一下
子生动起来。

在构建宇宙树雕塑的诗歌美学中，诗人
以不“变”应“万变”，并以逻辑递进的方式看
世界。“不必恐惧，眼睛不能再看见/世界。”
是“因为一切/既在死去，又在重生”。其实，
死是必然，生亦必然，“死”是为了更好的

“生”，只有“死去”，才能“重生”。这是世界

万物之自然规律。诗人道法“自然”，以诗意
的神性予以宇宙树以人性，可谓诗意盎然，
神情万幻，情理并举。

“躺下的时候，要清楚，却是/另一个人，
另一个春天的/开始”（选自《宇宙树》）。“躺
下”是一种美的呈现，更是对生命的神视和
揣度，不必恐惧天黑，也不必恐惧“心”突然
停止跳动，一切新的生命都在“躺下”的那一
瞬破壳而出，犹如我们的生命在冲破母胎的
桎梏之后，才得以脱胎换骨。

“哥哥，这是海吗/海就是这个样子吗/
我看见远方的远方还是海。”在《世外桃源》
一诗中，诗人置身其中，以两兄弟的对话来
营造诗意的唯美空间，美轮美奂，亦真亦
幻。在场景设置中，既有情感交流，又有现
场描写和人物内心刻画，仿佛一幅大写意，
强烈震撼读者的内心。

对故土的思念，对童年的追忆，已成为
当下这个浮躁社会下的人们内心中不可多
得的情感记忆。而在雁西的诗作中，我们能
深切感受到诗人浓郁的怀乡思亲之情。“我
想游过去，游过去看看/这和故乡的三月，和
绽放的桃花/一样又不一样。哥哥，我看见/
桃花了，开在万倾碧波之中/我们都会长大，
那一天，彼此/找不到/今天的/脸”。语言非
常朴实，但却能深深地打动读者的内心，这
在于诗人灵感的闪现，也是诗人情感的自然
流露。从中可以看出诗人情感真挚，用情至
深至专，深深触动了人们内心的怀旧之情，
让人猝不及防。

诗作中，我们还能感受到诗人内心深
处的那一丝丝淡淡的忧伤。我以为，这种
忧伤是来源于诗人对现实生活的深度审视
和焦虑不安。容颜易老，岁月易逝。时间
仿佛远去的流水再也无法回到原点。“那一
天，彼此/找不到/今天的/脸”。到了那一
天，“今天的脸”我们再也找不到了，我们兄
弟还能像今天这样偎依在一起，眺望“故乡
的三月”吗？这是谁都难以预测的事情，诗
人也不可知。

“这个世界，也许有神灵/也许有妖魔鬼
怪，她们在另一个/时间。空间/她们知道我
们，我们不知道/她们。虚幻，迷失/哪里哪
里呀，我的手/摸不到你的手”。（选自《世界
再大也是个球》）世界是不可知的。其实，世
界又是可知的。这就需要我们去不断审视，
不断认识。“因为你的/呼吸/你心脏的跳动，
你的尖叫/你的颤抖/的的确确存在过”。存
在就是真实。对于世界上很多我们不了解
的东西，只不过没有去认识而已。其实，“世
界再大也是个球”。

可以说，雁西的这组诗每一首都是一首
很美的诗。我以为，它的美在于语言朴实自
然，感性与理性并重；在于灵光闪现，诗意自
然呈现；在于唯美空间的营造——以对话的
方式设置场景，既表现了雕刻家所要表现的
内容，又拉近了与读者之间的距离；更在于
诗作把握住了雕塑的核心要义——诗性、神
性与人性的有机统一。读这样唯美的诗作，
我们除了感动，更多的还是感动。

给母亲
□熊盛荣

请让我写下一个滚烫的词汇，
深入你脸上的皱纹、泪水，和时时发
作的胃病、关节疼

请让我掏空身子，装下你一生的
爱情、命运、贫穷，和奔跑的青春
母亲，如果天黑了，灯灭了
就让我取出体内的血为油，磷为火
照着你把春天裁下，把秋天补上
如果夏天旱了，庄稼枯了
就让我的眼泪为雨，还给你一

个五谷丰登

而我声带沙哑，怀抱疾病
母亲啊，请原谅我虚弱的肺活量
喊不出我涵容无限的热爱、幸

福和感恩

新华社重庆 5 月 13 日电（记者陈国洲）
记者从重庆市公安局经侦总队了解到，近日
重庆警方破获一起涉及全国许多省市的特
大非法制售假发票案，抓获犯罪嫌疑人 68
名，该团伙先后制售假发票达 400 多万份。

据了解，在针对街面散发的“代开发票”
名片专项行动中，重庆警方发现了一个以尤
某、周某为首的制售假发票犯罪团伙。抓获
该犯罪团伙 4 名嫌疑人后，警方进一步调查
发现，尤某、周某等人仅仅是一个全国性特
大制售假发票犯罪网络中的最末端。

经尤某等人交代，他们仅仅负责在重庆
各区县散发“代开发票”名片进行宣传，并按
照购票人要求对假发票进行第二次加工后
出售，并按票面金额 0.5%至 2%不等的费率向
购票人收取手续费，非法获利 400 余万元，加
工后的发票金额累计 6 亿余元。而其上线指
向广东一大型制售假发票工厂。

警方根据线索进一步调查后，一个以杨
某、任某为首形成的涉及全国许多省市的特
大制售假发票犯罪网络浮出水面。杨某招
揽犯罪嫌疑人胡某、王某、郭某参与销售、印

制假发票，分别管理假发票印刷工厂、制作
假发票印制模板、对假发票二次加工、管理
销售网络等。

公安部指挥重庆、广东、江西等 5 省市统
一行动，一举捣毁制售假发票窝点 3 个，存储
窝点 20 个，抓获犯罪嫌疑人 68 名，查获假发
票 260 余万份，查扣大批印刷机器设备、假发
票胶片模板。截至案发，该印刷假发票工厂
已印刷 40 余类空白假发票共计 400 余万份，
在查获该工厂时，当场发现库存的尚未销售
的假发票 117 万余份。

重庆破获一起特大非法制售假发票案，金额累计6亿余元

68人团伙制售发票400多万份

新华社郑州 5 月 13 日电（记者李丽静）
来自河南省郑州市公安局的消息，因擅自传
播“空姐乘坐滴滴顺风车遇害”案件现场照
片，郝某利等 5 人被依法刑拘。

近日，郑州市警方在侦办“空姐乘坐滴滴
顺风车遇害”案件过程中，发现案件现场受害

人遗体照片在网络上流传，随即展开调查。
经查，郑州市公安局警犬训导支队警务

辅助人员郝某利在专案组协助工作期间，将
获取的案件现场照片私自传播给朋友刘某
洲、张某、张某超等人，其朋友又将照片转发
至各自的微信群中，造成涉案照片在网络上

大量传播，严重伤害受害人家属的感情，造
成恶劣的社会影响。5 月 12 日下午，因涉嫌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警方对郝某利、刘某洲、
张某、张某超等 4 人采取刑事拘留措施。

警方另查明，5 月 8 日上午，郑州市惠济
区人肖某才在随同案发地附近村民赶到现

场后，用手机拍摄受害人遗体照片，并在微
信朋友圈中发布，致使该图片在网络上大量
传播，同样给受害人家属带来极大伤害，造
成恶劣社会影响。5 月 12 日晚，因涉嫌侮辱
遗体，警方依法对肖某才予以刑事拘留。

目前，上述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新华社合肥 5 月 13 日电（记者陈诺）记
者日前从安徽省合肥市公安局了解到，当地
公安部门捣毁一销售假冒手机配件团伙，当
场查获假冒手机配件 9 万余件，涉案价值超
过两千万元。

2018 年初，合肥市公安局庐阳分局经侦
大队接到某通讯科技公司报案称：合肥某手
机配件商铺负责人组织团伙生产、销售假冒
的标有该公司商标的手机屏，以物流快递方
式向全国各地批发销售，年销售额超千万

元。接到报案后，庐阳经侦大队成立专案
组，循线追踪，经过持续 3 个月的努力，最终
掌握了该团伙的活动规律和在各地的销售
网络。

4 月 19 日，当地警方一举打掉以周某中
为首的销售假冒手机屏团伙，捣毁该团伙位
于合肥市徽州大道某通讯商城负一楼的门
面以及合肥市三十岗等 4 处制假存货的仓
库，当场查获假冒手机配件 9 万余件，其中包
括假冒国际、国内知名品牌的手机液晶显示

屏、内屏、电池等，以及大量销售单据、电脑
等涉案物，涉案价值两千余万元。

经查，该手机配件店实际负责人周某
中，雇佣孙某东、夏某春、罗某芳、张某勇等
人，自 2014 年开始从广东、山东等地以 50－
100 元不等价格购进无标手机配件，在合肥
进行打码二次加工，之后加价售往全国 20 多
个省市，买家多是手机维修点以及一些进行
假冒手机配件二次销售的不法人员。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深挖中。

以兑换外币为名
实施盗窃

珠海公安开展打击行动传唤嫌
疑人100多人

新华社广州 5 月 13 日电（记者魏蒙）珠海市公安局 13

日晚通报，针对近期发生多宗群众在拱北口岸地下商场兑换

外币时被盗窃的警情，该局拱北口岸公安分局于 13 日上午

组织多名警力在口岸地下商场及周边区域开展统一行动，打

击以兑换外币为名实施盗窃的犯罪行为。行动中共传唤嫌

疑人 100 多人。

拱北口岸连接珠海和澳门两地，日均进出境客流量超过

40 万人次。其地下商场近年来一直有服务个人换汇需求的

档口在经营。据记者了解，一些档口经营者涉嫌在点钞过程

中，伙同他人暗中盗窃换汇者交来的部分现金或扣留经营者

应付的部分现金。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拱北警方提醒市民及游

客，兑换外币时要到正规兑换点，以免遭受不必要的钱财损失。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重庆医科大学原党委副书记、校

长雷寒被查

新华社重庆 5 月 13 日电 记者从重庆市纪委监委了解

到，重庆医科大学原党委副书记、校长雷寒涉嫌严重违纪违

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雷寒生于 1957 年 7 月，2004 年 9 月至 2017 年 12 月任重庆

医科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2017 年 12 月任重庆医科大学教

授（延退）。

擅自传播“空姐被害案”现场照片
5人被郑州警方刑拘

安徽破获网络销售假冒手机配件案

涉案价值超两千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