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开学了

2020 年 9月 4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林瑶 校对/霍秋蕊88 文娱·副刊

谎称亲属病重
借款赌博被判刑

花 园 扮 靓 长 辛 店花 园 扮 靓 长 辛 店

亲友之间因资金短缺等原因发生借贷关系
是常见现象。但是法院提醒应当警惕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通过借贷形式，骗取公私财物的
诈骗方式。这种犯罪通常披着民间借贷的面
纱，且多发于亲戚、朋友、熟人之间，具有较强
隐蔽性。

近日，丰台法院审理了一起谎称亲属病重
借款赌博后逃匿的案件。2019 年 3 月被告人雷
某经朋友介绍到某美容美发店工作。在工作
期间，其沉迷于网络赌博，为了翻本挣钱，雷某
对其同事高某、张某、肖某、孙某等人称自己的
岳父因重病住院急需钱款救治，希望同事能够
借钱周转。同事出于帮助雷某家庭渡过难关
的目的向雷某出借了钱款。雷某拿到钱款后，
并未将钱款用于救治家亲属疾病而全部用于
个人赌博及挥霍。当同事要求雷某归还钱款
时，雷某先是以各种理由推脱，后不辞而别离
开 北 京 并 在 微 信 等 通 信 工 具 中 拉 黑 了 出 借
人。其同事至此发现被骗报警，后民警将雷某
抓获。

公诉机关以被告人雷某犯诈骗罪向法院
提起公诉。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雷某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
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应予
处罚。鉴于被告人雷某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
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故对其依法予以从
轻处罚，依法对被告人雷某判处有期徒刑并处
罚金。

此类借贷型诈骗与民间借贷之间在表现形
式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二者之间的而区别主要
在于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判断行为人是
否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可以通过行为人借款
理由与实际用途是否相符、是否具有还款能力、
是否有掩饰真实身份或隐匿行踪等客观情况进
行综合认定。

为了避免人民群众财产遭受不必要的经济
损失，丰台法院提示：一是在他人借款时要充
分了解借款原由、借款周期、借款用途等；二是
要注意保存借款凭证，对于较大额度的支出务
必要求对方出具借条、收条等借款凭证，详细
写明借款时间、用途、归还期限等内容；三是对
通过微信、支付宝等电子支付方式或现金、无
卡无折存款等方式向对方支付钱款时，建议在
付款时添加备注，并保留好支付凭据。四是发
现对方可能涉嫌诈骗犯罪等情况时应当及时
报警，提供对方的有效信息，为追赃挽损创造
条件。

（丰台法院扫黑办党小组 王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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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旧村庄，住进新楼房，衷心报党
恩，加快奔小康。2019 年，长辛店镇东河沿
村全体村民告别了又脏又乱的旧村庄，住
进了现代化生态小区。村民的生活条件跨
上了一步大台阶，大伙儿从心里感谢党的
惠民政策，感谢各级干部的辛勤付出。

茶余饭后，老少爷们儿聚在一起侃山
聊天儿，盘点身边的幸福，赞美家乡的变
化。提到最多的话题就是周边的花园越建
越多，把我们长辛店镇装扮得多彩多姿、靓
丽俏美。

近些年家乡新建了大大小小十几座公
园，处处争奇斗艳各具特色。但这些公园
的建设都是一个统一的流程，即：对过去的
砂石坑、旧坟丘、荒石山、钢渣山等经过生
态修复变废为宝，建成了一处处景色秀美
的公园。

园博园坐落在永定河西岸阴山脚下，总
面积 7000多亩。建园之前，这里是几十处废
砂石坑，最大的一处占地300多亩，最深处30
米深。前些年，废砂石坑曾被当作建筑垃圾
消纳场，每天有几十辆卡车向这里倾倒建筑
垃圾。坑边上建有几十间小房子，住着上百
号人，在这里以捡拾垃圾为生。每到冬春两
季西北风卷起黄沙遮天蔽日，给家乡造成了
巨大污染。家住下风头的村民苦不堪言，人
们把这里称作“大黄龙”。

2011 年，第九届世界园林博览会选址
在这里。从此，几千名建设者陆续进入工
地，开启了建造荒河滩，建设园博园的艰巨
工程。

怎样把废沙坑改造成公园景观呢？建
设者们独具匠心想出了好办法，化坑为谷
建设下沉式花园，名字就叫“锦绣谷”。在
坑内分层强夯换土打实基础，地表上铺好
防渗层，再进行下一步绿化工程。利用沙
坑的高差，用钢筋混凝土加石材结构建成

了壮观的叠水瀑布“万珠溅玉”，瀑布落下
后形成淙淙小溪，慢慢淌入人工岛和湖中。

利用谷中多各种树木的参差变化，喷
雾技术、泉水溪流、鲜花瀑布的综合效应，
塑造出了“琼岛春阴、居庸叠翠、蓟门烟树、
金台夕照”等燕京八景的微缩景观。谷中
种植了雪松、云杉、杏、桃等几十个树种，还
有天竺葵、矮牵牛、木茼蒿等几十种花卉。
锦绣谷中大树吐翠小花争艳，美不胜收的
景色令人流连忘返。

经过两年的艰辛努力，建设者们把昔
日的荒河滩建成了有 4000 亩绿地、3000 亩
水面、上百处景观的超大型公园。附近村
民说：“这里的‘大黄龙’变成了大氧吧。”园
内常年举办京剧大舞台、铁人三项赛、音乐
会等活动，园博园成了人们文化休闲的绿
色乐园。

北宫森林公园的原址是一处废石场荒
山沟，山石裸露，遍地垃圾。2002 年丰台园
林局在这里启动了建园工程。在一条荒沟
里砌堤筑坝蓄水，建成了有两万多平方米
的湖面，还有紫瑞廊、落霞亭、吟风亭、赏月
亭、九曲石桥、木栈道、彩虹桥，取名“小江
南 ”。 岸 边 柳 丝 垂 地 、群 鸟 争 鸣 、百 卉 溢
香。水中荷花吐艳、鱼儿嬉戏，一群群白鸭
尽情游乐和岸边游人互动。湖中喷泉水柱
冲天，映出一道七彩霓虹，非常壮观。

建设者们用“石上绣花”的精神展开了
造林工程。用大锤、钢钎凿开坚硬的浆子
石，挖出树坑。再从山下背来黄土垫在坑
里，然后再栽上树苗。为了给裸露的山体
坡 上 翠 衣 绿 裳 ，工 人 们 搬 出 了 十 八 般 武
艺。挂网喷播、铺生态垫、堆金字塔、削坡
建平台，因地制宜各种技术一起上，真是鬼
斧神工。通过几年的实干苦干、艰辛付出，
终于完成了山体修复绿化植树工程。十几
年来共绿化荒山近 4000 亩，栽种了白蜡、银

杏、油松、元宝枫等 20 多万株，种植宿根花
卉面积 13 万平方米，果品示范园 20 万平方
米，园内植物种类达到 280 种，绿化覆盖率
达到 95%。园内负氧离子是城区的三倍多。

打造了小江南、三迭水、药王谷等 18 处
人造景区。公园具备了旅游观光、体育锻
炼、文化活动等多种功能。2005 年被评为
国家级森林公园，2008 年被评为国家 4A 级
景区。平时游人如织，每天有几千人进园
游玩，到了暑假或彩叶节期间高峰时有上
万人入园，到这里纳凉避暑、观赏彩叶。

张郭庄休闲公园坐落在该村的南坡
上。这里的原貌是一处荒坟丘，长着 290 多
个大大小小的坟包，荆棘遍地、蒿草丛生。
2014 年，区镇村三级联手筹划建园工程，第
一步是迁走原有的坟丘。干部们登门入户
耐心做坟主的思想工作，讲道理、算细账、
苦口婆心费了巨大周折才做通了坟主们的
思想工作，集体出资金出劳力，完成了坟包
搬迁任务。

又用了三年时间，打造基础设施、建设
人造景观、种树栽花，建成了一座占地 200
亩的公园。新修建的三处凉亭长廊油漆彩
画显得古色古香别具风韵。一处人工瀑布
飞流直下跳珠溅玉，形成一股小溪，流进竹
林深处。开春之后，迎春、二月兰、玫瑰、樱
花、木槿、碧桃相继开放。园内形成一处花
海，吸引无数游人来观赏摄像。四月初，芍
药园的上千株花枝同时开苞放蕊、灿如锦
缎，更是光彩夺目美不胜收。

公园的脚下就是福生园小区，我曾在
这里居住过 15 个年头，闲暇的日子里经常
去园中游玩锻炼。那年初秋的一天，我又
登上山坡来到园里，只见半坡上沟谷里几
千株侧柏油光水绿，园内几百株蓬径肥大
的白皮松释放着浓浓的松油味，月季园色
彩艳丽馨香流溢。一阵山风吹过，耳畔响

起呜呜的松涛声，此景此情让人飘飘欲仙、
如醉如痴。

太子峪休闲公园是在原钢渣山旧址上
建成的。当初这里是一处钢渣消纳场，镇
村整治环境时关闭了钢渣山，完成了初步
绿化工程。近几年区镇村三级联手在这里
铺设了水电管线，栽植了几千株树木，种植
了十几样花卉，还有黄芪、连翘、板蓝根等
药材植物。新建了凉亭、健身场、石桌、座
椅等设施，园内铺设了塑胶跑道。通过升
级改造建成了一处占地 100 多亩的公园。
每天有许多村民到这唱歌、跳舞、锻炼，在
绿色氧吧里尽情享乐。

李家峪麦秀农场、张家坟西坡公园、太
子峪古树公园、千亩大枣精品园、国槐种苗
基地，还有十几处大枣园，都是建设绿水青
山工程取得的一串串丰硕成果。

北宫南路、园博大道、园博南路、太张
公路几条主干线就像一条条生态画廊，路
旁是金钱榆、银杏、油松、紫叶李，路中心是
玫瑰、月季等花卉。开车行驶在路上，只觉
得移步换景，大饱眼福，真是车穿花丛中、
人在画中游。

在党中央建设绿水青山的战略指导
下，各级政府科学规划精心指导，干部们真
抓实干力求实效，广大村民积极配合出力
流汗。上下同心、城乡联手完成了生态修
复的一系列工程，变废为宝建成了一座座
风景秀美飘香溢彩的公园，为家乡的发展
添上了一笔浓墨重彩，真是功在当代、利在
千秋。

我们要弘扬抗疫斗争中英雄模范们的
无私奉献精神，再接再厉创新进取，加快打
造绿水青山的工程进度，争取早日建成空
气清新、水体洁净、土壤安全、生态良好、人
居整洁的美丽中国。

（区委老干部局 王金成）

黄建东 杨忠华

千年古镇长辛店

（10）
由于军阀之间的长期混战，长辛店铁路机厂的工资又有几个月没发了，工人们怨声

载道。工会在邓中夏的领导下，先是向路局提交补发工资等九项请愿，在未获批准的情
况下，于 1922年 8月底举行了罢工。因为罢工来得很突然，出乎吴佩孚的意料，他害怕由
此影响即将到来的大战，故而命令赵继贤答应了工会提出的要求，因而八月罢工取得了
胜利。这下工人们的脸上有了笑模样，领到工钱的当天，在陶宗汉的陪同下，陶一丁老两
口专门去拜访了老袁家，算是两家人的正式会面。

“爹、娘，我看不如把婚礼放在‘五一节’吧？”陶宗汉小心翼翼地提议道，他知道，这样

的场合，自己不适宜插话，但是他太想在那天结婚了，作为一名工人，“五一节”就是自己
的节日，他希望在这一天用婚礼的形式见证他的幸福。两家老人相互望了望，也觉得这
样的提议挺好。

“文才兄弟，那咱们就听孩子的，婚礼定在明年‘五一节’吧？”
“成，全听你们安排。”袁文才端起酒盅，和陶一丁碰了一下，两家人发出快意的笑声。
由于八月罢工的胜利，不少地方都派代表向长辛店机厂学习成功的经验，回去后也

纷纷成立了工会，于是成立统一的京汉铁路总工会，似乎是水到渠成的事了，然而谁也没
有想到，风暴即将到来，它同时也将两个相恋的人抛向了谷底…… （未完待续）

暑假已临近尾声，各地大中小学及托幼机构也陆续公

布了秋季开学时间安排。近期，国家卫生健康委、教育部印

发了高等学校、中小学校和托幼机构《秋冬季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技术方案（更新版）》，为指导学校有效防控疫情、确保

教学秩序提供了科学准确的依据，那么，中小学生在返校

后，该如何做好自我防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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