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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告

浙江 · 宁波
余姚柿林村

沿着古老的石阶缓步向下远远
望去一座古村四面环山，掩映在满坡
翠竹林木之下，它就是柿林村。石墙
青瓦的明清建筑带着古韵之气慢节
奏的乡村生活，多了城市间难寻的惬
意与安宁。余姚的柿子小巧而玲珑，
一个个挂在枝头红了漫山遍野。甜
甜的小柿子一口一个，馋得人一个接
一个吃得停不下来，经不起这样的诱
惑那就赶紧出发。

浙江 · 温州
永嘉西炉村

一夜寒露风，柿子挂灯笼。每年
临近秋冬时节是西炉村一年中最美
的时候。红通通的柿子随处可见房
前屋后，田间地头，渠旁路边，漫山遍
野的柿子挂满枝头。山野间红艳点
点像姑娘娇羞的脸庞，酡醉女儿红是
格外迷人的。当柿子红遍山野的声
名传出，许多城里人不避路遥跑去山

村邂逅这最禅意的景色。

浙江 · 丽水
松阳吊坛村

偏僻的地理位置把小村的原汁
原味保留得相当完整，一堵堵夯土墙
和层叠的青瓦为屋内的人遮挡着风
风雨雨，每一座老屋都精心酿制着不
同的故事。穿行在石板路上，微凉的
秋风夹杂着山野花草的芬芳，脚步便
慢了下来，村里几乎每户人家门前都
会种着一些柿子树,到了秋日时节黄
墙黛瓦的古民居屋上挂着满枝头的
柿子果实,那满山的红柿子和那金黄
的枫叶虽不至于极美,却另有一番自
然朴素的别致，年年都吸引了大批游
人前来写生摄影。

甘肃 · 陇南
初冬的陇南大地万木凋零，一片

苍茫，但就在这一派寂寥中却也孕育
着一湾湾的生机和温暖。山湾里绿
油油的麦苗、油菜山坡上红彤彤的柿
子，村旁清凌凌的溪流农舍上空袅袅
飘荡的炊烟。那一树树，一串串火红
的柿子像灯笼、像玛瑙、像往事、像爱
情，那么醒目，那么勾人情思。陇南
红柿，是一道最美丽的风景是游子心
中扯不断的乡愁。

四川 · 广元
青川苏阳村

这里是一个火红的地方，这里是
一个甜蜜的地方，这里是青川柿子树
最多的地方，在苏阳村，家家户户、世
世代代都有做柿饼的习俗。村民们
一直沿用最古老的制作工艺，当红红
的柿子挂满枝头，村民会带着竹篓爬
上高高的古柿树用长长的竹竿一个
一个夹取，再用绳子一篓一篓往下
吊，这时的村子是最忙碌的时候，也
是最热闹的时候。家家户户、老老小

小齐上阵、全参与一起完成这件甜蜜
的事儿。

陕西 · 富平
柿子村

富平柿子村历史悠久，每到秋
季，整个村子都红火起来，柿子挂满
了树梢，红彤彤的所有人都洋溢着收
获的喜悦。富平柿饼也渐渐成为民
间盛行的礼品。每到丰收季节，当地
老乡就会把柿子收回家进行晾晒在
院子挂得整整齐齐。还有很多红彤
彤的柿子因为长得太高就收不下来
了，可能就只能留在树上喂鸟了，但
是也是最靓丽的一道风景线，红色映
衬着蓝天真是一幅绝美的画卷。

河南 · 巩义
杨树沟

金秋是杨树沟最美的时节,累累
的金柿挂满枝头,远观是一道绝美风
景,近看是一道可口美味，更有满山
的黄栌红叶深红浅黄，层层递进摇曳
成秋日里最绚丽的天然锦绣。

山东 · 青州
柿子沟

霜降节气之
后，山东大地树
叶纷纷飘落，青
州柿子沟两旁陡
峭的山坡上，柿
子树虬劲有力的
枝头挂满红灯笼
般的红柿子，在
阳光下分外鲜
明。山谷中柿子
树上的红柿子在
阳光下露出美丽
的光泽，就像一
群欢快的小鸟在
枝头跳跃。

云南 · 维西
叶枝镇同乐村

大山深处、与世隔绝非物质文化
遗产，完全未开发没有商业、没有破
坏，只有资深的驴友才知道同乐村的
风俗依然原始淳朴。民宿也比较有
特色，村民非常热情，不管你来自何
方，他们都会以最热情的方式欢迎你
的到来。

广西 · 恭城
柿子林

在秋天的广西一定要去恭城过
一次农家生活，秋天的丰收时节，恭
城已经被大片“小灯笼”覆盖，红红火
火的柿子挂满枝头点缀漫山遍野俨
然一片橘红的海洋。院场里，空地上
还有自家屋顶几乎你能想到的所有
空间都被柿子所占据，仿佛一幅巨大
的写实油画。村民们笑足颜开，尽情
享受丰收的喜悦。

寒露过，秋风起，又到了一年秋收
季。当柿子红遍山野，当枫叶染上山
头，去村里邂逅最禅意的秋色最适合
不过了。

深秋的时候独自走在
乡间的小路上，漫山遍野都
披上了金黄的外衣，一树树
果实累累的柿子，自然、盈
实透着一种喜气是山乡特
有的秋韵。

这 个绝美意境古村落，第一个就 动了

海南无线电培训中心
省劳动厅领导，特种操作证(含高压电工与
高处作业)，紧抓易考良机，复审需提前三
个月。10月 27日，11月 3日连考 2期。
包培训到考过为止。优质低价全包（含
包南方电网审批合格送电）承接配电工程。

广告

办公地址：海府路公交车南亚广场站旁海滨假日酒店大楼B501室

考证培训电话：65358801 13034991990 13976097631
工程服务电话：18918019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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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追溯到 2011 年，为了在
药品采购计划审批、货款支付等方
面得到时任澄迈县人民医院院长
罗小敏的关照和帮忙，湖南天鼎医
药有限公司海南区域经理苏某，先
后多次送给罗小敏药品好处费共
计 70.1 万元。2015 年上半年，苏
某所经营澄迈县人民医院国益堂
便民大药房因偷税漏税问题被发
现，为该罚款事宜，苏某请托罗小
敏帮忙疏通关系，并于 2015 年上
半年送给其 15 万元；2016 年，便
民大药房被澄迈县审计部门发现
其设立及经营不符合相关报备手
续，要求整改，苏某再次请托罗小

敏帮忙，并于 2017 年 1 月再次送
给罗小敏15万元表示感谢。在此
7年间，罗小敏仅收受苏某贿赂金
额就有100余万元。

罗小敏利用其澄迈县卫生局副
局长及澄迈县人民医院院长的身份
便利，先后多次与5名不同医药公
司医药代表接触，为他们提供在设
备采购计划审批、设备款支付等方
面的关照和帮忙，并获得好处费共
计人民币253.6万元。

澄迈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罗
小敏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任澄
迈县卫生局副局长及兼任澄迈县人
民医院院长期间，在药品及医疗设

备采购审批、货款结算等工作中，利
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
他人钱款共计人民币353.7万元，最
终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
人民币90万元。

据澄迈法院介绍，此案受到社
会的广泛关注，宣判当天，澄迈法院
旁听席更是座无虚席。通过此次公
开宣判活动，旁听者亲身受教，法律
威严不可挑衅。罗小敏身为卫生局
副局长，非但没有对医院各项工作
起到监督和制约的作用，反而利用
人民赋予的权利为个人谋取私利，
并屡次受贿，最终得到法律的严
惩。现场的旁听人员纷纷表示：“作

为新时期的党员干部，我们应该树
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自觉加强党性修养，知敬畏、存戒
惧、守底线，不为私心所扰、不为物
欲所惑、堂堂正正做人、干干净净做
事，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恪守
人民公仆的清廉本色。”

据了解，一直以来，澄迈法院积
极贯彻落实中央反腐败精神，加大
腐败犯罪案件的惩处力度，同时澄
迈法院将在县委的坚强领导下，进
一步加强与反腐败小组各成员单
位的协调配合，锲而不舍，推动全
县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深
入开展。

澄迈县卫生局原副局长兼县人民医院院长罗小敏

受贿353.7万一审获刑10年
本报讯 10月19日下午3时许，

澄迈法院公开宣判一起国家机关
工作人员巨额受贿案件，被告人
罗小敏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任澄迈县卫生局副局长及兼任澄
迈县人民医院院长期间，在药品
及医疗设备采购审批、货款结算
等工作中，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
谋取利益，收受他人钱款共计人
民币353.7万元，最终被判处有期
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90 万
元。澄迈县各单位 200 多名干部
职工旁听了宣判。

记者刘柯娜通讯员范富霞

□记者沈丽焕文/图

本报讯 10月22日中午，海口
公交集团二分公司40路公交乘务
员李娃在车辆运行至长信花园公
交站时，发现站台长椅上有乘客遗
落的一个黑色钱包，钱包内除少量
现金外另有15张卡证。

经海口40路公交调度室工作
人员检查，钱包内除少量现金外，

还有各式各样卡证15张。其中有
7张银行卡（部分银行卡上贴有“上
海”字样标签）、1张身份证、1本护
照、1张港澳通行证、2张“上海－
枣庄西”往返火车票、1张“济宁－
海口”飞机登机牌、1张上海公交卡
及1张会员卡，没有发现失主的任
何联系方式。身份信息显示，失主
名叫王敦壮，男，1996年出生，山东
省枣庄市人。

考虑到失主为外地人，可能是
来琼游客，丢失了如此之多的重要
卡证，肯定会给出行带来很大影
响，失主一定非常焦急。海口公交
集团希望通过媒体尽快找到失主
归还失物，如果失主或其朋友看到
相关报道，可拨打海口公交集团客
服热线66663066或 40路公交调
度室联系电话18907535907前来
认领失物。

山东男子王敦壮，海口公交集团喊你认领钱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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