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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晓玲 实
习生 方娇 通讯员 颜颖欣）云
阳大桥通车后，大大方便了市民
的出行。市城管局嘉城园林在
大桥通车前，加班加点栽植绿
化，装扮大桥环境，使得桥面观
景平台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

线。然而，近半个月以来，桥面
景观花卉却接连惨遭“黑手”。
据嘉城园林统计，自云阳大桥景
观布置后，已损失杜鹃 160 余
盆、报春花 100 余盆，花盆数十
个。

据园林部门相关负责人介

绍，云阳大桥通车前，园林部门
在桥上重新栽植了与市民朝夕
相伴了 30年的 44株黑松盆景；
两条分隔带上以天鹅绒紫薇为
骨干树种，配合红千层、红枫、黄
金槐、月季等色叶树为特色装
饰；靠近大桥的位置种植了榆
树、无刺枸骨、茶梅等盆景，搭配
了花灌木、宿根花卉等十几个品
种。

可原本赏心悦目的风景线，
却被不文明行为破坏了。“园林
工人在养护巡查时，发现桥面原
本布置得整整齐齐的盆栽植物，
被一些市民‘顺手牵羊’，有的是
连盆带花‘一锅端’，有的则是将
花盆带走，留下孤零零的花在

‘坚守岗位’。”该负责人在接受
采访时告诉记者，经仔细清点，
云阳大桥观景平台共损失杜鹃
花160余盆、报春花100余盆。

随后，记者来到现场看到，
观景平台的花卉盆景凌乱散落，
有的花盆不翼而飞；靠近路边的
灌木也有明显缺失；原本由盆景
堆砌成的“S”形造型，也因盆栽
的缺失而变得狼藉，原貌难以辨
认；现场还留有被折断丢弃的花
卉根茎，着实让人心疼。“很心
痛，我们每天在这边打理，就像
照看自己的小孩一样，现在变成
这样，心里很不好受。”现场，一
位园林养护工人一边整理着狼
藉的现场，一边对记者说道。

对于花卉惨遭“黑手”这一
情况，该负责人表示，城市绿化
是为了让大家出门能欣赏到美
景，希望大家能做到文明观赏，
只当赏花人，不做采花者，共同
维护城市美景。接下来，他们将
加大巡查力度，一旦抓到偷盗
者，必将严肃处理。同时，园林
部门呼吁市民能够积极参与监
督，如有看到“采花大盗”，及时
与他们联系，电话为 86525252，
或者直接报警。

云阳大桥景观花卉惨遭“黑手”
园林部门呼吁：手下留情，共同维护城市美景

黄金销售迎来“黄金期”市民购买需谨慎

本报讯（记者 高静 帅莹）
临近春节，黄金饰品消费进入旺
季。连日来，记者走访我市各大
金店、黄金饰品柜台了解到，为
把握最重要的销售“黄金期”，冲
击年底销量，各大黄金销售商纷
纷开打“促销”牌。

1月13日19时，记者在开发
区一大型商场看到，黄金饰品销
售区域内不少商家摆出了年末
相关优惠活动的宣传板，吸引市

民选购。几乎每家金店都推出
了虎年元素的黄金饰品，比如吊
坠、手镯、手链等，造型精致。正
在柜台前选购虎年黄金饰品的
胡女士已经看花了眼。

在走访中，记者注意到，购
买黄金饰品的消费群体正越来
越年轻化。有业内人士表示，随
着黄金饰品创新能力的不断加
强，加上工艺的更新，黄金饰品
的样式种类越来越多元，更加符

合年轻群体的审美。同时，相较
于购买金条、金块等传统黄金投
资形式，黄金饰品因为价格门槛
低，对于年轻人来说更有吸引
力。

但黄金饰品市场也是消费
纠纷的重点领域，尤其是“克重”
与“一口价”的黄金饰品在消费
过程中极易引发矛盾。简单来
说，“克重”黄金饰品指的是按克
数来计算价格的黄金饰品；“一
口价”黄金饰品则不按克数来计
算价格，而是直接以定价按件购
买。

“‘一口价’的黄金饰品工艺
比较复杂，造型特殊，设计精巧，
所以价格相对会高一些，而‘克
重’款的黄金饰品多为传统款
式，工艺较为简单一些。”一位金
店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如果市民
看重样式的话，建议选购“一口
价”的黄金饰品；如果更看重保
值性的话，入手“克重”款的黄金
饰品则更有保障一些。

图为市民在选购黄金饰品。

记者 高静 帅莹 摄

三岁女童头部被卡车窗
多人合力救援助其脱险

本报讯（记者 陈晓玲 实
习生 方娇）“幸亏有这些好心人
的帮忙，不然我女儿可能就有危
险了。”近日，市民陈女士向本报
打来热线电话，讲述了她不满 3
周岁的女儿险些被汽车车窗夹
伤的经历，希望以此提醒广大市
民外出时要格外注意孩子的乘
车安全。同时，她也十分感谢现
场伸出援手的热心市民。

吴女士告诉记者，事发当晚
9点钟左右，她和老公驾车来到
一加油站加油。其间，因为女儿
说要打开窗户看工作人员加油，
她就降下车窗，让女儿可以看得
更清楚一些。加完油后，吴女士
老公就前往收银台付款，而女儿
还在往外面探头张望。突然，吴
女士听到玻璃摇动的声音，她一
开始以为是女儿自己按到窗户
按键，便出声阻拦女儿，没想到
转过头来，却看到女儿的头已经
被窗玻璃卡住了。

“老公离开时把车钥匙带走
了，车子就启动了自动上锁功
能，窗玻璃也自动上升了。看到

女儿头部被卡，我脑子里一片空
白，反应过来之后就慌张地向外
面大喊，让大家帮忙叫我老公过
来开锁。”吴女士紧张地说。在
现场，听到吴女士的呼喊声，正
在周围加油的几位年轻人赶紧
跑了过来，齐力将车窗玻璃掰
开，让孩子的头部可以解脱开
来。此时，孩子已吓得大哭起
来，一头钻进吴女士怀里。随
后，吴女士老公付完款返回车
上，听到刚才发生的惊险一幕，
他也被吓出一身冷汗，赶紧检查
女儿的身体。

回想起事发时的情景，吴女
士十分后怕，她说：“要不是有现
场那几位热心年轻人的及时帮
助，女儿可能就被车窗夹伤了，
真的非常感谢他们！”同时，吴女
士也提醒市民，带孩子乘车时，
家长千万不能大意，一定要做好
安全教育和防护措施，最好让孩
子坐安全座椅，并教育孩子不能
将手和头伸出窗外。关窗关门
时要确保安全，防止发生危险。

图片新闻

近日，绿洲废弃物处置公司党支部看望慰问了结对帮扶对
象，详细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生活情况，并送上生活用品及慰
问金，鼓励他们坚定信心，以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

（记者 姜康 通讯员 小丰 摄）

朝阳市政常年担负着城区市政道路等设施养护管理工作。
为增强广大干部职工交通安全意识，近日，朝阳市政工会邀请市交
警大队交警开展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培训，坚持不懈抓好安全生
产工作。 （记者 陈晓玲 通讯员 姜黎黎 吴妍 摄）

图为景观花卉的花盆被“顺手牵羊”。

记者 陈晓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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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做成“S”形的造型花卉缺失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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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14日，CBA联盟就 13日
晚辽粤大战发生的冲突宣布处罚
结果，当事双方韩德君停赛6场、
罚款20万元，威姆斯停赛4场、罚
款14万元。同样是13日，北控男
篮与上海男篮的比赛，双方主教
练马布里和李春江赛中及赛后互
相辱骂，各被停赛两场、罚款 10
万元。

CBA联盟公告称，韩德君与
威姆斯攻防对位后，在裁判申请
即时回放过程中，前者“起身走向
广东队挥拳击打威姆斯，威姆斯
进行了回击，造成冲突升级”。根
据联赛纪律准则相关规定，韩德
君、威姆斯各被停赛 6场和 4场，
由于两人当场比赛被夺权，按照
规定要自动追加停赛 1场，因此
各自总停赛场次为7场和5场，其
中大韩除了缺席第二阶段剩余比
赛，也无缘第三阶段辽宁队的首
场比赛。

13 日中午北控队和上海队
的比赛第 1节还有 2分 57秒时，
李春江和马布里出现相互指责并
使用侮辱性语言的行为，在比赛
结束后双方仍然有辱骂对方的不
当言语，给联赛形象造成不良影
响，各被停赛两场并罚款 10 万
元。老马将无法现场指挥明日对
阵江苏队以及 18日与宁波队的
比赛，而这两场恰恰是北控很有
希望获胜的比赛，因此需要教练
组和队员做好困难准备。

>>>链接
CBA呼吁球迷：遵守观赛礼
仪，理智对待输赢

1月 14日，CBA联赛发布致
广大球迷的公开信。全文如下：
致广大球迷朋友们：

2021~2022赛季CBA联赛鏖
战至今，20家俱乐部球队联手为
广大球迷朋友们献上了数量众多
的、竞争激烈的比赛。本土球员
实力的提升和诸多高水平外援的
加入，也让第二阶段的常规赛愈
发精彩。

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以来，
CBA 联赛成为国内首个正式复
赛的职业体育赛事。将近两年的
时间以来，CBA联赛能够取得现
在的成就，离不开所有CBA大家
庭成员、赞助商、媒体和球迷朋友
们的共同努力。

三周之后，2022年北京冬奥
会即将开幕，这正是中国向世界
展示新时代中国的一个新契机。
中国需要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的包容胸怀与世界接触，同时也
要有自信心和平常心去看待各种
不同的声音。开放、包容、自信、
平和，是包括CBA球迷在内的所
有中国人需要的心态。

为此，CBA联盟携手20家俱
乐部，联合向所有热爱篮球、热爱
CBA 联赛的球迷朋友们发出呼
吁：

自觉遵守法律、遵循公序良
俗，抵制不文明行为，抵制粗俗言
行;

遵守观赛礼仪，理智对待输
赢。尊重对手，尊重裁判员，相互
理解，共同打造良好的观赛环境;

无论赛场内外，文明看球、互
相尊重，不做出有损球队声誉的
行为、不发表容易挑起矛盾的言
论，携手展现中国球迷的精神风
貌。

CBA联赛发展至今，离不开
每一位球迷的关注与支持。文明
观赛，有你有我!

CBA联盟一日两罚单

辽粤冲突双方共停赛12场

韩德君高高跳起防守胡明轩。

新华社电 据韩联社报
道，韩国短道速滑名将沈石
溪此前因处罚遭停赛 2 个
月，能否出战北京冬奥会仍
然存疑。

去年12月21日，沈石溪
因平昌冬奥会期间谩骂、贬
低教练及队友被韩国冰上竞
技联盟（下称“联盟”）暂
停 2 个月国家队队员资格。
若处罚继续执行，沈石溪将
无缘于2月4日开幕的北京冬
奥会。

沈石溪 3 日向首尔东部
地方法院提出申请，要求中
止联盟对其做出的停赛处
罚。12日，法院开庭审理该
案。

在 12日的庭审中，沈石
溪的律师指出，沈石溪未能
参加本赛季短道速滑世界杯
的 4站比赛，已经受到了相
应处罚，暂停其国家队队员
资格属于“双重惩罚”。

他还表示，停赛 2 个月
不仅仅是暂停了沈石溪的国
家队队员资格，更是直接剥
夺了其北京冬奥会的参赛
权，“这将给运动员带来不可
逆的损害。”

对此，联盟否认了“双
重惩罚”这一说法，回应称
沈石溪的不当言行有违国家
队运动员身份，未让其参加
4 站世界杯是出于对这一事
件中其他受害队员的保护，

并非惩罚。
去年 5 月，沈石溪曾在

2021/2022 赛季短道速滑韩
国国家队选拔赛女子组综合
排名中位列第一，获得北京
冬奥会参赛资格。

据报道，法院预计在本
月 20号前产生最终判决。若
法院通过了中止停赛处罚的
申请，沈石溪将恢复国家队
队员资格。

韩国将于 23日前确定北
京冬奥会短道速滑比赛参赛
名单，并于 24日向国际滑冰
联盟正式提交。

韩联社报道称，即使法
院通过申请，沈石溪能否征
战北京冬奥会也将由联盟下
属的竞技能力提升委员会决
定。考虑到沈石溪其间未能
参加国家队训练，若委员会
判定沈石溪目前的竞技能力
未达到出征奥运会的水平，
她将无法参赛。

对此，沈石溪方表示，
沈石溪一直在为参加奥运而
努力训练。

2014 年索契冬奥会上，
年仅 17岁的沈石溪作为韩国
短道速滑国家队选手获得女
子短道速滑 3000 米接力冠
军、1500米亚军和 1000米季
军。2018年平昌冬奥会，她
随队获得女子 3000米接力金
牌。

韩短道名将沈石溪
冬奥参赛资格成疑

德约科维奇
签证再次被取消
或被澳大利亚驱逐出境

据外媒报道，澳大利亚联邦
政府移民部长霍克1月14日决定
取消德约科维奇的签证，他将被
驱逐出境。

1月4日，德约科维奇通过社
交媒体宣布，自己已获得医疗豁
免，可以在不接种新冠疫苗的情
况参加澳网。不过由于对“医疗
豁免”条件存在争议，德约科维奇
1月 5日落地墨尔本后被澳大利
亚政府拒绝入境。被拒绝入境
后，德约科维奇滞留在移民酒店
数日，并随即提出上诉。

1月 10日进行的听证会上，
墨尔本当地法院宣布澳大利亚政
府针对德约科维奇的签证撤销令
无效，理由是程序不正确。不过
按照澳大利亚移民法规定，移民
部长霍克仍有权行使权力再度取
消德约科维奇的签证。

得以入境的德约科维奇当天
连夜前往墨尔本网球公园进行训
练，备战下周开始的澳网公开
赛。13 日揭晓的澳网男单签表
中，德约科维奇以头号种子出战。

不过即便被允许入境，德约
科维奇也只是赢了第一步，关于
他隐瞒行程、新冠检测阳性后仍
参加活动等问题随即被爆出。据
澳大利亚媒体昨天报道，联邦政
府仍倾向再度取消德约科维奇的
签证。

北京时间 14日下午，霍克发
表声明再次取消德约科维奇的签
证，“今天，我根据《移民法》第
133C（3）条行使了我的权力，以
健康和良好秩序为由取消了德约
科维奇的签证，这样做符合公众
利益。”

德约科维奇律师团队此前已
表态如果签证再度被取消，他们
仍将提出进一步上诉，力争参加
下周一开始的澳网公开赛。2022
年澳网将于 1月 17日开赛，留给
德约科维奇只有不到 3天时间。
一旦上诉失败，被驱逐出境的德
约科维奇未来 3年很可能无法入
境澳大利亚。

近日，有网友在李亚鹏社交
媒体平台下留言“听说你要结婚
了”，李亚鹏回应称“别嚷嚷了，看
见了”。此前，有媒体拍到李亚鹏
与女友海哈金喜疑似拍婚纱照，
引发了网友对其再婚的热议。

据悉，李亚鹏与彝族女友海
哈金喜2020年11月恋情曝光，当
时有网友晒出李亚鹏见女方父母
的照片。后李亚鹏多次被拍到带
女友聚餐，两人举止亲密甜蜜十
足。女方 1990年生，比李亚鹏小
19岁，曾是超模冠军，参演过《胡
杨的夏天》《谎言背后》等影视剧。

与女友拍婚纱照
或好事将近？
李亚鹏回应了

李亚鹏与女友。

本报讯（记者 丽萍 通讯
员 唐琦） 1月12日，由市文体广
电和旅游局 、市体育总会、市足
球运动协会联合主办，江苏莱恩
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承办的

“诺得物流”2021~2022赛季丹阳
市足协杯足球比赛在我市莱恩
足球场落下帷幕。

在为期两个月的赛事中，全
市共 21支球队报名参赛，比赛
精彩纷呈，单场淘汰赛制让每场
比赛都扣人心弦，球员的生理和
心理都承受最大的考验。经过
激烈角逐，亨鹿足球俱乐部、融
锦足球俱乐部、天怡足球俱乐部
分别获得了本届赛事的冠亚季

军，其中来自天怡足球俱乐部的
戴培、亨鹿足球俱乐部的卢若诚
分别被评为本届比赛的“最佳射
手”和“最佳球员”。

此次赛事推广普及了足球
运动，培育了足球土壤和足球文
化，带动了丹阳业余足球的发
展，推广了足球运动的影响力。
同时，让更多想踢球、会踢球的
足球运动爱好者加入丹阳业余
足球的大家庭中，让足球爱好者
能在闲暇时通过绿茵场上激情
的比赛，激发热情，增强体质，加
深友谊，提高水平，培养良好的
道德品质及协作互助的团队精
神。

2021~2022赛季全市足协杯
足球比赛圆满收官

访仙举行“缤纷冬日”启动仪式
暨“我是讲书人”主题教育

本报讯（记者 溢真 通讯
员 裴立鸿）为激发学生多读书，
读好书的欲望，1月12日上午，访
仙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关工委、
窦庄中心小学关工委、妇联、民
政、文体中心、社区教育中心、老
年体协等单位、部门联合在窦庄
中心小学多功能教室举行了“缤
纷冬日”启动仪式暨“我是讲书
人”主题教育活动。“缤纷冬日”启
动仪式后，镇机关工作人员、窦庄
中心幼儿园教师、退休教师及学
生代表等讲书人分别演讲了《革

命者》《狼王梦》《一粒种子改变世
界》《天方夜谭》《红岩》等书中的
内容和感受，精彩的演讲使参与
活动的人们，特别是学生进一步
明确了：一日不读书，言语无味；
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憎；在这个全
面加速发展的社会里，唯有静下
心来读书才能让浮躁的心灵得到
一次彻底的放松，才能使人不断
的聪慧、文明、成熟、升华，促使大
家一定要多读书，读好书。市关
工委和访仙镇党委领导参加了观
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