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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景碧锋 通讯员康乔华

打造“一村一品”的乡村文化，

18 支文艺队搭起文化平台，引领乡村

旅游，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公平乡田心村文化活动氛围浓厚， 2013
年，该村成立了文艺队，有队员 20 多名，其
中 6 名队员为党员。他们农忙种田，农闲唱
戏。党员们带头组织各项文艺汇演活动，极大
地丰富了村民的文化生活。

为给村民提供文化活动场所， 2015 年以
来，该村多渠道筹集资金 100 多万元，建成
一栋两层文艺活动中心楼。该活动中心占地面
积 380 平方米，设有演出场地、排练场地、
器乐室、更衣室等，功能齐全。

文艺队充分利用活动阵地开展丰富多彩的
活动，把广大群众凝聚到一起，强身健体、寓
教于乐。去年，田心村被评为自治区级的文艺
村。

这是公平乡丰富村民文化生活的一个缩

影。近年来，该乡积极打造“一村一品”的乡
村文化，因地制宜地在党建、文化、旅游和扶
贫之间搭上一座“桥”，用党建引领乡村旅
游，用本土文化来为扶贫“造血”。目前，该
乡组建的文艺队共有 18 支，受邀参加各类演
出次数达 200 多次。

保留传统桂北民居，实行风貌改

造，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传统民俗

融为一体，推动乡风文明建设和“三

农”发展

在联合村委大埠村，平整的水泥路旁，四
处可见“图说我们的价值观”、“环境保护靠
大家”、“助人为乐 团结友善”等内容的文
化墙。

大埠村是公平乡首个整村规划建设的新
村。该村以打造“一环两带”精品线为纽
带，将沿线文明村串联起来，打造出一条集
文明文化、生态休闲于一体的文明建设共同
体——— “和谐新公平”文明示范线，让群众
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核心价值观的熏陶，提升
文明素养。

此外，大埠村以挖掘当地传统文化为抓
手，就地取材，在保留桂北民居风格的同时
进行村貌改造，总投资 200 多万元，拆除
旧建筑 22 座，面积达 2000 多平方米。

同时，配套建设新农村文化活动中心、
篮球场、图书馆等活动场所和设施。该村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群众生活中，既密
切了党群关系，又推动了乡风文明建设和
“三农”发展。

重点实施“村屯绿化”“饮水净

化”“道路硬化”，打造生态宜游的

乡村田园

自“党旗领航 宜居乡村”建设活动启
动以来，公平乡在巩固提升“美丽公平 生
态乡村”活动成果的基础上，重点实施“村
屯绿化”“饮水净化”“道路硬化”三个专
项活动；对集镇进行全面的立面升级改造，
给当地群众的房屋进行统一外立面装修，安
装排污管道、路灯，绿化街道，配备垃圾处
理设备等。

目前，总投资 330 万元的公平乡农村

垃圾乡镇片区处理中心项目、村级垃圾处理
站已全部竣工验收，投入 52 万元实行保洁
外包，解决农村垃圾处理难的问题；投入
66 .2 万元，完成 19 个水库移民村基础设施
建设工程；乡集镇改造升级项目中，棚户区
改造项目 1 号楼、 2 号楼已分别完成工程
总量的 90% 、 30% 。

同时，为打造生态宜游的乡村田园画
卷， 2016 年，公平乡在打造田心大桥村乡
村旅游示范项目的基础上，高标准打造和平
长滩、田心下角、新江洞坡、五美塘底、四
合村委等 5 个宜居乡村旅游示范点，建成
了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观光亭、游客步
道、文化旅游广场等旅游基础设施，对村容
村貌进行了绿化美化。同时，政府还积极引
导村民开发农家乐等服务项目，吸引了大量
游客前来观光。

“去年我们村大概投入了 10 万元搞农
家乐，三、四月份赏花时，每天都会有近
2000 人来这里游玩赏花、游湖。”田心大
桥村村民陆荣初笑着说。他已开始购买各种
设备、用具，下一步，他还打算改造一些房
间，为游客提供住宿。

本报讯（记者徐莹波 实习生黎晴英）日前，市
自来水公司“妇女之家”组织该公司下属的水质监测
中心、热线中心、调度中心三个巾帼文明岗的志愿者
来到联达商业广场，开展“供水服务上街头”公益活
动。本次活动通过多岗联动的方式，引导巾帼志愿者
积极投身志愿服务，唱响“奉献清流，服务人民”主
旋律。

在活动中，巾帼志愿者们为市民解答了有关自来
水水质、水压、抄表收费、水表报装政策等方面的疑
问，发放了《自来水水质问题解答》、《教你轻松交
水费》、《供水服务清流热线 96332 使用指南》、
《水费构成明细表》等供水服务宣传资料。通过实际
行动让市民感受供水企业“心贴心，面对面的零距
离”贴心服务。市自来水公司有关负责人表示：
“‘奉献清流，服务人民’巾帼志愿者服务活动是公
司‘妇女之家’的品牌活动，也是公司‘党建带妇
建，妇建促党建’工作的重要举措。我们希望通过经
常性开展各类公益活动，为市民提供更优质的供水服
务，并充分彰显‘我参与、我奉献、我美丽’的巾帼
风采。”

厚植乡土文明 焕发乡村活力

灵川公平：描绘乡村振兴美丽画卷

□通讯员 李燕萍

谨以此文献给我最信任的桂林医学院附属
医院、我最尊敬的梅教授。虽然他不曾记得我
是谁，但他的名字却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里，
温暖我的一生。

相信每个人都觉得生病住院是一种痛苦的
体验，但每每回忆起 20 多年前的桂医附院，

回忆起母亲住院治病的那些个日夜，我的内心
却更多地充溢着一种感动，医院里那些妙手仁
心的医护人员让我不禁感慨——— 人生总有一些
不期而遇的温暖。

与桂医附院结缘，那得从 1996 年说起。那
时的我还是一个毛头小孩，依稀记得那时候的
母亲是一个药罐子，常年因腹部胀痛卧病在床，
三天两头跑医院。家里的生活重担全落在父亲
一个人的肩上，为负担母亲的医药费，家中早已

家徒四壁。那是一个深秋，母亲因右腹胀痛加
重来到桂医附院门诊，接待她的是梅名惠教
授。他给母亲做了初步检查后，诊断为“巨大
盆腔囊肿”，需要尽快办理住院做手术。

这对于家境贫寒的我们等于是晴天霹
雳。看到我们的犹豫，梅教授了解情况后说：

“治病要紧！”就这样母亲很快住进外科一病
房里。为尽快安排母亲手术，梅教授亲自带母
亲去做检查，考虑到我们的家境，医护人员都

对我们格外关照。很快，母亲顺利地做了手
术。护士不厌其烦地叮嘱要多活动、如何吃饭、
如何注意身上的管子……在他们的精心护理
下，母亲很快恢复出院了。出院时梅教授握着
母亲的手再三叮嘱记得来医院复查。

彼时结缘，此时感念。大学选专业时，
在母亲的鼓励下，我报了桂林医学院，读了
护理专业，毕业后到了桂医附院工作，如今
也有五六年了。我作为一名医院员工亦深感
责任在肩，我将用我的一生来助力这所医院
的辉煌，继续谱写她令人感动的故事。

一路走来，相伴相惜，健康所系，生命
相托，我充满感恩，这就是我记忆中的桂医
附院。

■“记忆中的桂医附院”征文

一朝结缘 永远感念

市自来水公司开展

“供水服务上街头”

公益活动

习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重要保障。厚植乡土文明，激活乡村文化、提振精神，助力乡

村振兴，一定能让乡村焕发生机和活力，更富内涵和底蕴。

在灵川县北部青狮潭之滨的公平乡，近年来，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大力推行“一村一品”的乡村文化特色，倡导文明

新乡风；保留传统桂北民居，实行风貌改造，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传统民俗融为一体；实施“村屯绿化”“饮水净化”

“道路硬化”，打造生态宜游的乡村田园，实现了文化美、民风美、环境更美，描绘了一幅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

本报讯（记者韦莎妮娜 通讯员秧
玉付）“自 1982 年我国现行宪法通过
后，共通过了几条修正案？”“本次修
宪距离上次修宪已经多少年？”“监察
法明确的监察对象是哪些？” 5 月 21
日上午，象山区“理论小课堂”在辖区
政府二楼会议室开讲了。辖区四家班
子、公检法、一乡三办和机关各部门的
负责人重新当了一回学生。在领学人的
带领下，大家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修正案》、《监察法》及习近平同
志关于政德的重要论述。

为了进一步提升辖区党员干部的理
论水平，与时代“同频共振”，做好新
时代下的人民公仆，象山区从今年开

始，开设了“理论小课堂”，定期学
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传达中央的
声音。同时鼓励党员干部将“理论小
课堂”中学到的知识用于指导本职工
作，更好地为辖区社会和经济各项事
业服务。

目前，“理论小课堂”已经开设了
十余次培训。通过系统学习理论，吃透
精神，结合理论与本职工作，党员干部
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今年第一季度，象
山区实现了“开门红”，GDP 完成 48 .08
亿元，同比增长 7 . 5 个百分点。规模以
上工业总产值完成 31 . 20 亿元、规模工
业增加值完成 12 . 10 亿元，分别比同期
增长 15 .13 、 10 个百分点。

本报讯（记者刘倩 通讯员段前昕）日前，市排
水工程管理处组织中层以上干部及科室党员 90 多
人，到桂林廉政教育基地开展“周五党日+”主题教
育活动。通过观看警示案例、听取讲解说明，排水处
党员干部深思警醒，进一步坚定了清廉为政、洁身自
好的信念和理想。

在廉政教育基地，通过观看视频、现场讲解的方
式，党员干部们深入了解了党在不同时期、不同阶
段开展反腐倡廉的坚定决心和有力举措。通过观看
近年来发生的违法违纪、贪污腐败系列案例和学习
勤政廉洁楷模先进事迹，广大党员干部接受了一次
强烈的震撼和洗礼，提醒着大家要严于律己，自觉
遵守党的纪律、规矩，永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这次参观是一次震撼教育，时刻提醒我们要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干干净净做事、堂堂正正做人，
立足岗位践行‘两学一做’，求真务实地为群众办好
事办实事，自觉做‘讲政治、强党性、严纪律、守规
矩’的模范。”一名党员参观后说道。最后全体党员
干部举起右拳，在鲜红的党旗下庄严宣誓，重温了入
党誓词。

市排水处组织

党员干部

接受廉政教育

本报讯（记者刘倩 通讯员伍丽晖 汤林）日
前，七星城管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对辖区违规户外大
型广告牌进行清理拆除。

此次整治按照重点突破、循序渐进的原则进
行，以打造宜居宜游、整洁靓丽的城区为目标，对
凡未经审批或超过审批时限设置在楼顶的所有户外
广告、影响风貌改造的各类户外广告、依附于楼体
影响立面外观和存在安全隐患的户外大型广告牌和
墙体广告予以依法清理拆除。据统计， 5 月初至
今，清理东二环路墙体广告 4 块，面积共计 690 平
方米；拆除三里店广场香樟林酒店旁固定立式广告
牌 85 平方米；拆除大型户外墙体广告牌 3 块，面积
650 平方米。

在下一步的工作中，七星区将持续推进户外广告
牌专项整治，对违规设置及不规范的户外广告发现一
处，处理一处，全面取缔辖区内违规设置的户外广
告。

七星城管整治

户外大型广告牌

▲近日，灵川县在各小学、幼儿园广泛开展“文化传承·复兴强国”主题活动，让
孩子们了解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精髓、传统、礼仪，以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增加
热爱祖国的情怀。这是该县第一幼教集团开展的亲子主题夏运会活动现场。

通讯员廖梓杰 摄

灵川县开展“文化传承·复兴强国”主题活动

象山区：开设“理论小课堂”

让党员与时代“同频共振”

本报讯(通讯员张超群 丁少敏 文/摄)
“祝贺你们家光荣脱贫，希望你们继续劳动致
富，巩固脱贫成果，早日实现小康。” 5 月
19 日上午，家住龙胜各族自治县马堤乡马堤
村山茶组的贫困户侯修球，从自治区南溪山医
院党员代表手中接过“光荣脱贫证书”时显得
非常开心，因为他从此和村里的 33 户农民朋
友一样甩掉了“贫困户”的帽子，朝着更加幸
福的小康之路奋进。

当天上午，南溪山医院党委组织该院 25
名党员，驱车 100 多公里来到马堤乡，他们
在乡、村干部的陪同下，顶着烈日，走村串
户，走访慰问医院党员联系帮扶的贫困户。在
贫困户家中，医院党员认真细致询问贫困户家
庭的现状，以及他们发展生产、脱贫致富的情
况，向他们发放慰问金。向已经脱贫农家颁发
由自治区扶贫办印制的“脱贫光荣证书”。同
时，南溪山医院的党员还和当地干部一起向农
民朋友发放当地政府出台的脱贫攻坚政策宣传

资料，希望他们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帮扶
下，找准今后发展生产、增加家庭收入的路
子和方法，在致富的道路上越走越宽广，日
子越过越好。

据悉，自 2016 年开始，南溪山医院响
应上级号召，积极投入龙胜的扶贫攻坚工
作，医院党员带头与马堤乡马堤村、乐江乡
凉坪村共 69 户贫困户结成帮扶对子。两年
多来，医院和党员同志结合帮扶贫困户的家
庭实际情况，在他们的生产、生活和家庭其
他方面给予了必要的帮助、资助。其中马堤
乡马堤村的 33 户贫困户，达到了现行脱贫
标准。

南溪山医院党员深入到贫困户家中座
谈了解情况，共商脱贫致富的办法。

南溪山医院党员热心帮扶马堤村贫困户脱贫

各单位、街道办、社区、门店、居民住户：
为加强夏季病媒生物传染病预防工作，

市爱卫会决定在全市范围内统一开展一次以
环境整治为主，化学防治为辅的夏季除“四
害”活动。 5 月 23 日至 5 月 25 日为全市
统一投放鼠药及堵鼠洞、喷施灭蚊蝇、灭蟑
螂药时间。请各单位和居民住户到各城区政
府爱卫办供应点领购除“四害”药械，并指
定专门投药员按规定时间和要求进行投放。

为保证人畜安全，各农贸市场严禁出售
剧毒急性鼠药，市工商部门要做好禁查工
作。一旦发现鼠药中毒者，可使用维生素
K1 解毒或与第二人民医院急救科联系，电
话 2889120 、 2823827 。

特此通告。

桂林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
2018 年 5 月 22 日

关于在全市统一投药

灭鼠、灭蚊蝇、

灭蟑螂的通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