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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孙敏 通讯员彭欣）“你看，远处的那片房子就
是我们学校。”“从沙盘上看，今后我们的家乡会越来越美。”
“这是不是以后我们居住的地方呀？”……近日，大河中心校组织
学校党员教师及少先队员来到市重点项目——— 叠彩区大河坊民俗文
化体验基地开展“走进大河坊 感受家乡变化”主题实践活动。少
先队员们走进身边的重点项目，感受家乡的变化。

“桂林历史悠久，我们身边的大河圩码头、圩场和村道也有百
年历史了。”大河中心校负责人说，学校的学生和老师们虽然居住
在大河乡一带，但对于大河圩的历史却知之甚少，学校通过组织主
题实践活动，希望带领学校党员教师和学生们一起了解家乡的变
化、桂林的发展。

300 年前的码头、圩场是怎样的？开发建设后的大河圩将会变
成什么样子？带着这些疑问，老师学生们跟党员家长志愿者——— 大
河村委会主任文玉林走进了展馆，观看了大型沙盘与展板，了解大
河圩建设的发展历程及未来发展远景。在活动中，少先队员们也十
分激动：“家乡未来将翻天覆地地变化！”

据了解，此次活动结束后，大河中心校还将开展“走进大河坊
感受家乡变化”主题中队会，参加活动的少先队员们将把此行所

见所闻介绍给更多的同学，让更多的同学了解自己的家乡，用不同
的方式感受大河乡、大河圩的发展和变化。

开展实践活动 感受家乡变化

大河中心校组织少先队员

走进身边重点项目

□本报记者秦紫霞 通讯员李娟 文/摄

50 年后再聚首

老知青养生谷共话健康长寿

“我们今天在这里相聚，是向全广西知青发出号召，把
知青精神传承下去，坚持艰苦奋斗，为新时代贡献自己的力
量。” 5 月 1 日，由广西知青文化研究会发起，广西纪念
知青上山下乡 50 周年纪念活动启动仪式，在信和信·大中
华养生谷内隆重举行。来自桂林、柳州、南宁等地近 400
名广西知青，齐聚养生谷，载歌载舞，饮茶共叙，一起重温
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启动仪式上，几年甚至几十年未见的知青同学们在这里
相遇，共同回忆曾经的山野林间和青春岁月，并为观众带来
了一场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二胡合奏《赛马》、柳州知青
表演的《诗情画意》、广西师大附中校友艺术团表演的《远
方的思念》等精彩的节目，分别表现了上山下乡、蹉跎岁
月、从头再来、圆梦同行等主题， 3 个多小时的演出，知
青和文艺队员们纷纷拿出了“看家绝活”，场内场外一片欢
歌笑语。奋斗是幸福的，作为奋斗的实践者，为了筹备这次
演出，各知青代表队早早就进行了排练，演出将观众带到了
那个光辉岁月的年代，知青精神感染了不少人。据了解，此
次的知青 50 周年纪念活动跨度长达一年，在广西各地都将
举办不同形式的活动，以进一步搭建联谊平台，传承知青艰
苦奋斗的精神，让知青精神激励鼓舞更多的人。

据了解， 1968 年，一大批十几二十岁的知识青年响应
国家号召，到农村去。今年，适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50 周
年，进入新的世纪，当年的热血青年进入了幸福的老年时
代，但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约定叫“不要老得太快”。“我们
之所以选择在养生谷举办这次纪念活动，就是因为养生谷和
我们的理念非常一致：健康、快乐、有尊严地活到 120

岁。我们这些老知青也有一个希望，就是大家要保八，争
九，直奔一百！健康、快乐地再活一个甲子。”广西知青文
化研究会会长阳国亮告诉记者。除了知青们展示精彩的文艺
演出节目外，崇华中医街也为已年过花甲的老知青们准备了
健康养生知识讲座和养生保健体验活动，关爱老知青身体健
康，让知青精神“永葆青春”。

广西名中医李莉教授和班兆根主任医师，也在中医街度
过了一个忙碌的五一“劳动节”。两位医师放弃休假，亲临
中医街李莉名医馆坐诊，吸引了众多“粉丝”慕名前来。作
为国医大师班秀文教授的学术传承人，李莉教授在中医妇科
方面的诊疗经验久负盛名，多年来她良好的医德、认真负责
的工作态度，深受病友好评，追随者众。班兆根医师是国医
大师班秀文之子，从医 30 多年，长期跟随父亲接诊，深得
班秀文真传，在治疗男科疑难杂症和妇科方面，具有丰富的
临床经验。

两天来，李莉教授和班兆根主任医师的预约号被一抢而
空，来自桂林的庄女士，之前在李莉名医馆挂过李莉教授的
号，用过李莉教授的药后，面色和脉象都有了改善，这一次
复诊，李莉教授一眼就认出了她，并把她上次的症状清楚地
描述出来，庄女士非常感动。“望闻问切非常详细，态度也
很认真，而且病例写的完整又清晰，虽然不能常常见面，但
是班兆根主任对于后期病情的跟踪治疗也给出了很好的建
议。谢谢崇华中医街，让更多的人不用出远门就能接触到这
么多名医资源。”一位患者如是说。

除了现场由几个国医馆提供特殊经方熬制的凉茶之外，
中医街还有开展免费体验活动。从 5 月 1 日起，孙光荣国
医大师馆同时开展了隐形针灸体验和蜂疗体验活动。隐形针
灸体验荣获第三届国际传统医药大会钻石奖发明，无创痛、
无损伤、无交叉感染，是一种全新的疗法；蜂疗疗法由台湾
蜜蜂与蜂产品学会研究员陈金进老师亲自操作，对于非先天
性疾病，能有助恢复自体器官的正常功能。孙光荣国医大师
馆养生保健体验活动，也丰富了此次五一劳动节的内涵，吸
引大量市民前来体验。养生谷倡导的健康生活理念越来越被

大众所接受，逐渐走进千家万户。
据了解，孙光荣国医大师馆隐形针灸体验和蜂疗体验

活动将持续开展，名额有限， 5 月 30 日前，五一期间没
有排上队的市民可以提前预约，前来免费体验。

民族风情大汇演

养生美食盛宴品出长寿文化

“唱山歌勒……”五一期间，在独具桂北建筑风格的
中医街，广西风情的民族风情大汇演活动让市民和游客流
连忘返，汇集了壮、汉、瑶、侗等广西世居民族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歌舞表演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许多外地游客
纷纷点赞。“歌舞好看好听，环境也好，我也想搬来桂林
住。”来自贺州的陈小姐告诉记者。为了能全方位多角度
展现壮乡民族节庆风情，主办方还特意推出芦笙踩堂、竹
竿舞、板鞋舞、对山歌、抛绣球等极富民族特色的观众互
动节目，舞台上下同欢同乐，现场气氛和乐融融。

观众们不仅能竖起耳朵倾听来自深山的天籁之声，养
生谷精心准备的养生美食展更让市民和游客一饱口福。油
茶米粉“比翼双非”、红糖手撕馒头、养生糯米粽、养生
好粥道、土蜂蜜、千年阿胶……既好吃又养生的网红小
吃，为广大的游客带来一场饕餮美食盛宴。“此次美食展
的代表性作品是‘比翼双非’油茶米粉，一道地地道道的
桂林创新药膳美食，它将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油茶、桂林
米粉相结合，既能突出卤水的醇香，又保留了油茶的清
香，营造出回味甘甜的独特风味，同时还有健脾祛湿的养
生作用。”主办方告诉记者，在 2017 年年底举办的“养
生谷千人长寿宴”活动上，“比翼双非”油茶米粉受到了
来自国内外药膳专家和游客的热烈追捧，今年养生谷特意
在保留经典的基础上，增加了更多品种丰富的养生美食，
让游客在品尝桂林美食的同时，吃出健康，感受源远流长
的桂林长寿养生文化。

“劳动让人有价值感，劳动让人更健康长寿。养生谷里山美水美，我要到

桂林来养老，要发扬劳动者的传统，力争健康快乐地再活‘一甲子’！”五一

劳动节，在信和信·大中华养生谷，刚刚参加完知青 50 周年纪念活动的柳州知

青兴奋地聊着感受。五一小长假三天，信和信·大中华养生谷里足足热闹了两

天，少数民族风情大汇演、养生美食饕餮盛宴、老中青三代知青 50 周年纪念等

一系丰富多彩的节日活动，吸引了数千名市民积极参与，品美食、看表演，在

劳动中养生，在养生中劳动，上演了“五一大联欢”。 ▲广西知青文化研究会会长阳国亮敲响铜鼓，宣布纪念活动正式启动

▲观众在活动现场看表演

本报讯（记者韦莎妮娜 通讯员黄帅
君）“五一”前，记者从桂林市城北体育
文化城项目指挥部获悉，该项目又有了实
质性进展。蔡家渡 1200 平方米已征收房
屋日前拆除完毕。

桂林城北体育文化城项目是 2009 年
在第六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引入的项目。
项目坐落于叠彩区漓江西畔，东临滨江北
路、南接东二环路，西靠春江路，北临站前
路。项目总用地约 873 . 5 亩，总建筑面积
约 70 万平方米，总投资达 34 亿元。

在项目启动后，叠彩区积极配合，靠前
服务，主动承担起了项目涉及地块的房屋
征收工作。按照规划，整个项目总计需要征
收房屋 255 栋。其中，经营性区域需征收
房屋 30 栋，面积为 1 . 8 万平方米。目前，
已经完成 11 栋房屋征收工作，面积为
0 . 67 万平方米。尚有 19 栋、1 . 13 万平方
米房屋未征收。公益性区域房屋主要位于
蔡家渡村、春江路和南洲路。其中，蔡家渡
村属于整村搬迁，需拆迁的房屋达到了
168 栋，面积为 10 .7 万平方米。

为了在有限的时间内促成蔡家渡村实
现整村和谐搬迁，项目指挥部克服种种困
难，多方筹措征收资金，并且获得了村民
们的大力支持与配合。目前，已经征收了
蔡家渡房屋 156 栋，面积 9 . 56 万平方
米。 4 月 27 日当天，顺利拆除蔡家渡
1200 平方米征收房屋，为项目的顺利推
进争取了宝贵时间。

桂林市城北体育文化城项目指挥部负
责人表示，项目位于秀美的叠彩区，咫尺
之内便可见到漓江。项目分为经营性区域

和公益性区域两大块建设。经营性区域主
要用于商业、办公和居住，公益性区域主要
用于建设体育馆、漓江非物质文化遗产中
心、体育绿地公园、奥运展示中心、音乐广
场、运动员培训中心及配套设施建设等。一
旦项目建成，将大大改善漓江沿岸的原有
风貌，低密度的建筑将还绿地于漓江，给市
民游客一个更舒缓的环境。同时，借助项
目，也能更好地践行“生态修复、城市修补”
的“城市双修”理念，把叠彩区打造成为
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城北会客厅”。

市城北体育文化城项目取得进展
蔡家渡 1200 平方米房屋顺利拆除

□通讯员李明阳

2015年春节刚过，我从老家来到桂林，
当起了建筑工人。虽然年过花甲，但我身体
一直不错，挑水泥、搬砖、爬十几层的高楼都
没问题。但是几天之后，我还是出现了严重
的身体不适，加之住所环境很差，腰疼的毛
病也日趋严重。本想到医院看看，一想到高
昂的医药费，我总是咬咬牙挺过去。

那天夜里下过雨，早晨起来更觉得腰
疼得厉害，勉强爬上脚手架两米高时，脚
一滑，整个人从上面掉了下来。

在工友们的帮助下，我来到了离工地
最近的桂医附院。来接诊的是一位男医
生，戴着眼镜，白白净净。此刻我感到尴
尬极了，因为身体疲惫，我已经两天没洗
衣服了，身上满是汗味，裤子上沾满了泥
巴。但那位医生检查得十分认真，完全没
有顾忌我身上的汗味和泥水。以前我从未
遇到过这样的好医生，这次却在桂医附院
遇上了。

检查完了之后，医生说只要打消炎针
和坚持服药就好。打完消炎针，值班的护

士扶我坐了起来并递给我一杯热水。看到
自己躺过的床单上面印满了泥水，护士的
护士服也被弄脏了，满心歉意。不过他们
并没有在意，反而和颜悦色地和我聊天，
从家里有几口人、种几亩地聊到在桂医附
院的感受和经历，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而
亲切。

药拿好了，身上带的钱也差不多花完
了。细心的医生主动帮我开了证明，告诉
我说这是工伤，可以到工地报销。护士送
我出门，并将我工地所在居委会的电话和
地址写给了我，她真诚地说：“大叔，如
果老板不认账，您就去找居委会，他们会
帮你维权的，我们医院也会帮您出证明
的。”那一刻我才明白，原来我不是一个
人，还有很多人与我站在一起。在他们的
帮助下，工地帮我报销了医药费，还给了
一部分补偿，我身体也恢复得很快。

因为这次就诊的经历，我深深爱上了
这里。我会永远铭记桂医附院这个温暖的
名字。感谢桂医附院的医生和护士们，是
他们在我困难无助的时候帮助了我，用他
们高明的医术和周到的服务让我感受到温
暖。祝愿桂医附院今后有更好的发展。

■“记忆中的桂医附院”征文

我和桂医附院的故事

本报讯（记者陈娟） 5 月 3 日，记者从桂林师专获悉，该校
学报聚焦“桂林历史文化资源研究”，两年多来刊发 79 篇相关文
章，为桂林文化建设提供第一手决策参考资料。

近年来，中共桂林市委、市政府对发掘抢救、整理收集、保护传
承、利用发展好桂林历史文化高度重视，要求充分挖掘、利用好桂林
的文化资源，传承、弘扬好桂林的历史文化，为做到文化自信而努力。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是桂林市唯一市属高校，服务地方经济社会
文化教育事业发展是该校学报的宗旨之一。《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学报》从 2015 年第 1 期起开设“桂林历史文化资源研究”专栏。

据了解，“桂林历史文化资源研究”专栏的开设旨在弘扬具有桂
林特色的历史文化，延续历史特色，传承文化特色，展示地域特色，传
播中华民族的正能量，为桂林历史文化的资源研究提供学术交流的
展示平台。该栏目的开设，切合了市委、市政府的文化建设策略，为桂
林文化建设提供第一手决策参考资料。据统计，从 2015 年第 1 期到
2017 年第 6 期，该栏目两年多共刊发 79 篇相关文章。内容涉及湘江
战役、西南会展、桂林抗战、桂柳运河、桂林城市治理、桂林旅游、桂林
石刻、桂林文化特质、桂林文化遗产、桂林古村落、桂林宗教文化等
16 个主题。其中作者为博士或副高职称以上的有５１篇，占 68%；被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全文数据库索引６3 篇，占 80%。学报办
刊形成了鲜明的个性特色，质量和社会影响力得到提升。

桂林师专学报聚焦
“桂林历史文化资源研究”

▲这两年临桂区五通镇陆续有贫困户通过绘画产业脱贫，今年，该
镇又有部分建档立卡贫困户加入绘画队伍，希望通过绘画顺利脱贫。为
此，该镇号召农民画协会开展集中培训与分散帮扶相结合的方法，努力
提高他们的绘画技能。图为近日镇政府组织绘画人员开展野外采风写生
活动的情景。

通讯员周荣华 摄

老知青在活动现场跳竹竿舞

劳动是光荣的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50 年后再聚首

老知青相约“再活一甲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