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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陈娟 文/摄

林品秀是一名“ 90 后”，也是永福县
最偏远山村学校喇塔小学的校长。从一名普
通的特岗教师到成为小学校长，林品秀说：
“是学生让我坚持下来，是学生让我成长
了。”

毕业于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林品
秀， 2013 年 8 月，成为永福县永安乡喇塔

小学一名特岗教师。距永福县城 120 公里
的喇塔小学，每天只有一趟班车到永福县
城……坐了３小时车来到学校，她看到的是
简陋的校园，一栋教学楼，一排破旧瓦房。

林品秀住的地方是个小食堂改造的，里
间只有一张木床，外间堆放着杂物，破旧、
低矮、潮湿还漏雨，时常停水停电，连个洗
澡的地方也没有，晚上上厕所还得拿着手电
筒去百米外的公厕……然而困难远远不止这
些，在这大山里，人生地不熟，当地人讲方
言，语言沟通难，心底的孤独寂寞及对家人
的思念才是最难过的坎。这些林品秀硬是坚
持下来了。

原以为农村孩子会比较好教，可真正走
上三尺讲台，林品秀才发现并非如此。教他
们读课文，他们不张嘴；不让他们讲话，他
们却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甚至还有的学生
在课堂上高声喧哗，随意离开座位，根本不
把老师放在眼里。半个月下来，林品秀开始
动摇了：这真的是自己想要的吗？自己还能

当一名好教师吗？她这样问自己。
林品秀本是化学教育专业毕业的，来

到喇塔小学之后，由于学校英语老师紧
缺，而她又是当时学校教师中最年轻的一
个，因此，三、四、五年级的英语课都由她来
上。有一天，课堂纪律不好，林品秀忍不住
严肃地问：“你们上课总是这样子，就不能
尊重一下别人的感受吗？”一个学生很天真
地问：“老师，尊重是什么？”林品秀顿时愣
住了，是啊，也许从来都没有人告诉过他
们，那他们又怎么会懂得呢？慢慢地，林
品秀发现这里的孩子们课外知识匮乏，他
们不知道教师节，不知道父亲节、母亲
节，也不知道目标和梦想……

于是，林品秀开始给学生们普及一些
课外知识，跟他们讲外面的世界，教他们
树立自己的理想与目标。终于有一天，有
个学生悄悄告诉她：“老师，我的梦想就
是当一名像你一样好的老师！”林品秀
说，她突然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有了意

义，有了继续坚持的动力。
2014 年下半年，林品秀受命担任喇

塔小学副校长，协助校长管理学校。
2015 年秋，林品秀接任喇塔小学校长职
务。她迎难而上，一步一台阶。

永福县紧锣密鼓实施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工程，林品秀带领师生大兴校园文化建
设，完善了学校章程、制度、校风校训，
修缮了学校围墙、硬化校园及周边地面，
搭建了活动板房，开辟了学生活动场
地…… 2017 年，喇塔小学新教学楼落
成，教学装备达到国家二类标准，校园面
貌焕然一新。

“无怨无悔，磨砺人生。”这是林品
秀特岗教师生涯结束选择留下时的总结。
用她自己的话说：“一个人做事一定要有
始有终，既然来了，还没有把工作做好就
走，对于我而言，是不太能接受的，所以
我就一直坚持到了现在。我想，这也是我
人生当中一笔珍贵的财富。”

□本报记者陈娟 文/摄

在阳朔县金宝初中老师龙桂发的宿舍
里，有一堆日记本。他说从学生时代起就养
成了每天写日记的习惯，这个习惯一直保持

到现在。记者随手拿起一本翻开，见里面写
的大多是与学生有关的故事。

几年前，一男生小军(化名)由于父母长
期在外打工，缺乏家庭关爱和教育，因为谈
恋爱严重影响了学习。小军本来不是龙桂发
班上的学生，不过当龙桂发的学生告诉他这
个情况后，龙桂发很忧心，因为他知道情况
时已经太晚了，小军已经辍学外出打工了。
打工一段时间后，小军觉得外面不好混，又
想回学校读书，并信誓旦旦要痛改前非，但
他已经没了学籍。看着小军渴望的眼神，龙
桂发决定想办法“收留”，在跟学校商量及
教育部门的同意后，小军终于得到了学籍，
并留在了龙桂发的班上。

回到学校后，小军十分珍惜这个来之不
易的机会，学习刻苦，龙桂发经常跟他谈
心，晚上的时候还经常陪他散步。后来，小

军成了一名师范生，他说，希望能成为像
龙老师一样的老师。

现在龙桂发家里面就住着一个留守学
生小伍。小伍父母在外打工，很少管他。
于是，龙桂发就把他带在身边，让他感受
家庭的温暖。每天晚上龙桂发都会给小伍
辅导英语、语文。跟了龙桂发一年多时
间，小伍各方面进步很大。

“龙老师像父亲一样，教会我如何做
人，我很感谢他！”小伍说，很小他父母就离
异了，没人管教，很长一段时间他觉得生活
没有追求、没有目标，脾气也很暴躁，龙老
师就把他请到了家里去住，“遇到龙老师是
我的福气，是我人生的重要转折。”

在同事眼里，龙桂发是那种特别特别
爱学生的老师。“爱到什么地步呢，就是
真正地把学生当做自己的孩子一样。”龙

桂发的同事尹闲老师说，比如放假了，他
还想着要带思想上有问题的学生去旅游散
心；学生毕业上高中了，他还记挂着他某
学科成绩不太好，想着让大学放假的学生
给他补补课，“这种操心就像对自己的孩
子一样，一天到晚都在牵挂。”

龙桂发参加工作 19 年，连续当了 19
年班主任。每天早上 6 点多就跟班，晚
上 11 点左右才回去。一到暑假，龙桂发
就会觉得有点失落，然后一到开学他就生
龙活虎的，他就觉得什么都好了。用龙桂
发自己的话说，他就是喜欢教书，喜欢和
学生们在一起，喜欢当班主任。

正是这份喜欢，让龙桂发一步步走
来，踏踏实实走好每一步，教好每一届每
一名学生，成为一名真正受学生敬爱的好
老师。

林品秀：学生让我成长了

龙桂发：喜欢教书喜欢和学生在一起

寻找桂林最美“四有”好教师

▲林品秀

▲龙桂发

□本报记者桂晨 文/摄

“新汽车南站投入使用，应该给市民
旅客出行便捷安全造福，而不是让人遭罪
呀！”9 月 8 日，在新投入使用的桂林汽车
客运南站附近，多位居民有感而发地说道，
由于周边道路交通秩序混乱不堪不仅严重
损害着城市形象，影响着周边居民的正常
出行，也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很多隐患，亟
待有关部门出重拳进行治理规范。

当天一早，记者乘坐公交车前往位于
茶店西路的新汽车客运南站。上午八点半
左右，当公交车沿着凯风路往茶店西路右
转后，在茶店西路站，就能看到一些客运
班车停在机动车道中央安排乘客下车，不
少乘客就在机动车道上拿取行李。

茶店西路站，是汽车客运南站公交车
终点站的倒数第二站，距离客运南站不足
四百米。因为有前往各地的大量揽客班车
停在该处道路上，大多数外地乘客也受此
误导，慌慌张张地跟随人流在此下车，然后
在揽客班车售票员的吆喝声指引下横穿马
路，登上班车。而提着大包小包的乘客在茶
店西路站一下车，尤其是三五成群的出行
旅客，不少班车揽客者就会凑上前来，将其
团团围住，询问去哪里，场面极为混乱。

随后，记者站在往市中心方向的茶店
西路公交车站进行观察，发现短则一两分
钟、长则四五分钟，就有客运班车从客运
南站驶出来，而后便一路缓慢行驶，至茶
店西路公交车站便停了下来，开始招揽乘

客。据观察，这些客运班车前往阳朔、杨
堤、雁山、恭城、永福等地，有小巴、中
巴，一些售票员拿着目的地的牌子就在机
动车道上来回游走，而客运班车就停在机
动车道上，尽管机动车道为单向两车道，
且在公交车站设置有公交车专用停车区
域，但由于揽客车辆众多， 100 多米长
且宽阔的道路，成为了一个秩序混乱停车
场，机动车道上不仅有班车，还有出租
车、逆行的摩托车、三轮车等。据粗略统
计停放了二十余辆机动车，正常的交通出
行因此而瘫痪。

附近居民对此乱象深有感触、备受困
扰。“有时候班车司机任性的鸣笛声一阵
接一阵，十分刺耳！”附近居民朱先生告
诉记者，不仅如此，由于道路机动车道被

客运班车长期大面积霸占，机动车正常
行驶经常受阻，甚至被逼到逆行道路才
能找到“出路”。当天早上，记者观察
过程中共到站 8 辆公交车，因为揽客
车辆霸道挤占，没有一辆公交车能够顺
利进站完成上下客。有时因为班车拥
塞，公交车被逼无奈走到逆向机动车道
才能勉强离开。加上揽客者和旅客随意
横穿马路，极易引发交通事故。

“每次等公交上车，都胆战心
惊！”市民黄女士如此一说，不少住在
附近的居民也都附和。“每次上车几乎
都要跑到离公交车站台五米开外甚至更
远的机动车道上才能上车”……居民们
对此诟病声声，并强烈呼吁相关部门应
好好管管了！

创建全国文明城·曝光台

本报讯(记者徐莹波 通讯员赵荣虎)记者从市城管委获
悉，从 7 月以来，该委组织市容管理处持续开展户外广告整
治行动，累计拆除 39 块总面积近 3800 平方米的违规大型户
外广告牌。

9 月 6 日，记者来到市文化宫北门看到，市容管理处正组
织施工人员对这里的不符合城市容貌规范的 1 块三面翻广告牌
和 1 块墙体广告牌进行拆除， 2 块被拆除广告牌的面积达 300
平方米。市容管理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 7 月，市委
第一巡察组对市城管委系统进行巡察后，向市城管委反馈意见
时指出，目前，全市还有大量的户外广告亟待加强整治和规
范，市城管委应继续加大整治力度。接到反馈意见后，市城管
委立即组织市容管理处开展户外广告整治行动，持续拆除了一
批违规的大型户外广告牌，如先后拆除了奇峰路口群众反映强
烈的大型户外广告牌，北极广场西北角的 5 块大型墙体户外
广告牌、西环路桃花江桥东南侧楼顶和墙体户外广告牌等 39
块总面积近 3800 平方米的大型户外广告牌。通过行动，许多
楼宇露出本来面目，市容市貌得到进一步提升。

市容管理处持续开展

户外广告整治行动
7 月以来累计拆除 39 块总面积

近 3800 平方米违规大型户外广告牌

机动车道被霸占成为停车场 车辆通行严重受阻 出行安全隐患重重

桂林汽车客运南站周边道路秩序混乱亟待重拳治理

公交
车因停靠站
被客运班车
挤占只能停
在中间机动
车道，乘客
只能穿过车
流，到道路
中央才能上
公交车。

客运班车就停在机动车
道中央上下客和存取行李。

▲在茶店西路站，停满了在道
路中央揽客的客运班车。

为进一步加强城市管理，改善市容市
貌，提升城市品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
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业管理条例》
《桂林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等法律法规规定，决定自 2018 年 9 月
15 日至 12 月 31 日，在全市范围内开展
严厉打击各类张贴、喷涂、散发小广告行
为治理行动，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任何单位和个人禁止在城市建筑
物、构筑物、地面和其他设施以及树木上张
贴、刻画或喷涂非法小广告；任何单位和个
人不得擅自在城市道路、公共场所等区域
散发小广告。已非法散发、张贴、刻画、喷涂
非法小广告的单位或个人，自本通告发布
之日起 3 日内自行整改、清除。

二、单位、个人确需张贴广告或发布
信息的，应按规定在市容主管部门设置的

公共信息张贴栏内规范张贴，严禁发布违
反法律、法规明文禁止的广告、信息。

三、凡违反以上规定的，将对个人处
以 50 元以上 500 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
以 5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罚款，并由电
信、移动、联通等相关部门按程序对非法
小广告上公布的电话号码实施停机处理。
情节严重的由公安部门依法处理。

四、市城市管理委员会负责非法小广

告清理整治的组织协调工作，各城区要成
立非法小广告清理整治工作领导机构，组
织市容、公安、工商、文新广局等部门及街
道办、居委会对本辖区非法小广告进行联
合整治。

五、各城区（县）设立举报电话，并
向广大市民公布。鼓励广大群众对非法张
贴、刻画、喷涂非法小广告行为予以制止
或向相关部门举报，对举报属实的将给予
适当奖励。

桂林市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工作领导小组
桂林市城市管理委员会

2018 年 9 月 10 日

桂林市关于整治非法小广告的通告

（上接第一版）

克难攻坚 美丽新颜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以修复和完善城市生态为导向的
兴安城市改造提升工程，生动诠释了这句话。

曾经，兴安县重大项目推进难令各部门头痛。兴安北动车
站进城道路历时 4 年都未完工，是所有建设项目中最难
“啃”的硬骨头。“兴安北动车站进城路由我负责，不管千难
万难，保证按照计划节点完工。” 2016 年，刚到兴安不久的
县委书记黄洪斌带头立下“军令状”。压力巨大，困难重重，
但功夫不负有心人， 2016 年国庆节，兴安北动车站进城路顺
利开通，向兴安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自此，千帆竞发，百舸争流。一场轰轰烈烈的城市改造在
兴安土地上持续推进。

兴安县将县城改造提升作为惠及民生的书记工程，实行县
委书记、县长统筹抓总，四家班子领导具体负责，项目指挥部
包干到底，确保每个项目责任到人。

为层层压实责任，兴安在全县开展了以“说实话、出实招、干
实事、求实效”为主题的“转变工作作风、提升工作效能、优化发
展环境”专项活动，将按质按量按规划完成新一轮城市改造提升
工程作为各相关单位、各项目指挥部年终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

责任催生动力。截至 2018 年 6 月，全县已完成投资 20
多亿元，完成了总体任务的 80％ 以上，并在建设中涌现了一
大批先进集体和个人，不但干部队伍在克难攻坚中实现了从慵
懒无为到奋发有为的转变，而且重点专项工作和重大项目推进
机制在实践中得到不断完善，制度红利在发展中衍生而拓展。

随着兴安改造提升的不断推进，原来垃圾乱扔、污水横流
的县城实现向花园城市的“美丽变身”：道路平整、巷道整
洁，居民们房前屋后都得到了绿化亮化和美化。“县城美如
画，游客人人夸，家在风景里，处处见鲜花。”这首流传在兴
安的顺口溜，成为了兴安变化的最好注解。

尊重民意 普惠民生

“无数的民意最终构建了城市建设的坐标，也成了兴安凝
心聚力提升改造的粘合剂。”兴安县长黄钦说，以民意为导
向、以发展为方向的城市提升改造活动，让政府的工作能够推
动到基层，同时也得到群众的好评。

“改不改、改什么、怎么改，政府都会事先征求我们的意
见，我们当然支持政府的提升改造工程，支持创城。”家住水
街边的刘建国说。

近年来，在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兴安县第三小学搬
迁新建项目竣工使用，让多年来困扰教育发展的小学大班额问
题得到了有效解决。此外，兴安县第二污水处理厂、海螺水泥窑
同步处理生活垃圾项目、三大水库双拥路移民新区、妇幼保健院
搬迁新建项目等便民惠民工程也相继兴建。这一项项民心工程，
加速了城市发展的步伐，也温暖着居住在这里的每一个人的心。

与此同时，兴安还把创建自治区文明城与县城改造提升有
机结合，把引导市民参与、增强市民素质和提升城市品质作为
创建的重点，全面开展宣传教育引导工作，相继开展了以“争
做文明市民，共建魅力兴安”为主题的八项市民文明素质提升
行动。“感动兴安”十大人物、“立足岗位争创百佳”先进人
物、“党员突击队”、“中国好人”赵良英等先锋模范人物，
成为了兴安建设队伍中的“流动红旗”，汇聚起蓬勃发展之
力。据统计， 2017 年，兴安县在创建自治区县级文明城市问
卷调查测评中，群众满意率达到了 94 .62％ 。

如今的兴安，正在向着打造一座设施完善、行居方便、现
代文明的温暖城市而迈进。黄洪斌说：“兴安是古代丝路上的
要津，我们将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和绿色发展的理念，以县城为
中心，持续推进城乡振兴发展，把兴安建设成新丝路上的明
珠，让人民生活更美好、感觉更温暖。”

兴安：千年古城焕生机

美好温暖更宜居

（上接第一版）据统计，从活动启动至今年 8 月 24 日，“金
点子”办公室一共收到市民通过 24 小时热线电话、信件、邮
件发送等方式提出的意见、建议 7600 多条，其中形成处理签
6638 件，内容涉及城市建设与管理、食品安全、生态环境、
文化教育、交通出行、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社区建设与公
共服务等各个方面，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在“金点子”的
处理中，各城区、灵川县、市直各单位主要领导高度重视，
纷纷成立“金点子”办，并从人力、物力、财力给予大力支
持。各单位主动作为、创新工作方法，真抓、真改、真落
实，使一批市民反映强烈、长期存在的“顽疾”得以有效解
决，办了许多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好事。据统
计，截至目前，“金点子”的办结率达到 78 .6% 。

“今年我市的创城工作进入了一轮新的攻坚战。”“金
点子”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表示，“金点子”工作人员将按照
市创城指挥部要求，真抓实干、再接再厉，打好攻坚战，进
一步抓好“金点子”的落实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