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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秦紫霞 通讯员蔡林珊
詹金容） 9 月 11 日上午，中山中路西城路
口出现了感人的一幕。一位 6 旬老人在街
头突然晕倒，所幸巡逻的城管队员及时拨打
急救电话并对其实施救助，老人的情况才转
危为安。

“我之前巡逻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老
人，当时看见他坐在地上靠着花坛休息。我

心想会不会是天气热老人有点中暑，所以我
留了个心眼，过了一会儿又专程再巡查回来
看看。”象山区城管大队阳桥中队的执法人
员陈建桂告诉记者，当他再次来到中山中路
西城路口公交站牌处，却发现老人已经躺在
地上，嘴唇发白，没有了知觉，老人身边还
有不少市民围观。陈建桂察觉事情严重，立
即拨打了 110 和 120 。由于老人晕倒，无

法联系其家人，于是，陈建桂为其签署了救
急告知记录，让赶来的救护车第一时间把老
人送往医院急救。

桂林市中医医院急诊副主任陈丽娟告诉
记者，这名老人主要是胰岛素注射剂量不当
引发低血糖导致昏迷，因为送医及时，经过
抢救后，老人已转危为安。该医院内分泌科
主任张建德医生提醒患有糖尿病的市民，清

晨空腹血糖升高时不要轻易加服降糖药，
而应该先搞清楚引起清晨空腹血糖升高的
原因，然后在专科医生指导下调整降糖药
物或胰岛素的剂量，以避免发生低血糖反
应而危及生命。其他市民如出现低血糖反
应，要及时补充糖分，可以适当喝一些糖水
或吃一些糖果；出现昏迷的患者，旁人在
给予补充糖水后要及时送其到医院就诊。

□本报记者陈静 整理

插过队、进过厂，最后我当

上了导游

上世纪 70 年代初，年仅 16 岁的我下
乡插队，在农村当了 5 年知青。回城后我
进了桂林市皮革厂，进过车间，做过销售，
一呆就是 5 年。之后，我调去了桂林市漓江
航运公司。在那个年代，只有漓江航运公司和
外事车船公司专门负责接待外国游客。1979
年后，我明显感到来桂林的外国游客不断增
多，这个时候懂点外语的人才非常吃香。因为
有点英语基础，我在航运公司如鱼得水。但我
还是觉得英语储备不足，便选择去师大继续
读夜校充实自己。3 年的时间里，我白天去跟
船，晚上去学习，每天只能睡五六个小时。现
在回想起当年上夜校的那段日子，我更多的
是觉得充实而不是辛苦，也就是这个选择改
变了我后来的人生轨迹。

国外游客不断增多，可外语导游远远不
够。我记得当时全市只有 20 多名英语导
游。中国国际旅行社桂林分社便从全市各个
单位抽调会英语的人在旅游旺季去充当临时
导游。借着这个契机，我来到了国旅，工作
一段时间后，因为表现突出被留下来，成为
了国旅的正式员工，这一干就是 37 年。

上世纪 90 年代初，随着阅历的增长，
我感到自己的英语能力还是有所欠缺，于是
自费去澳大利亚学习了一年。也正是因为这
一年在国外学习、生活的经历，让我回来后工
作时更加得心应手，我更容易理解外国游客
的诉求，知道他们想要的服务到底是什么样
的。我的业务能力突飞猛进，时至今日，我仍
感慨自己之所以有现在，得益于当初坚持学
习英语。

导游 37 年，我见证了桂林

旅游的发展变迁

桂林有甲天下的山水风光，但在改革开
放之前，桂林就像养在深闺无人知晓的美少
女，来桂林旅游的人很少，外国游客就更少。

改革开放之初，国家是不允许私人开办
旅行社的，整个桂林只有中国国际旅行社、
中国旅行社和中国青年旅行社这 3 家联合
成立的桂林市旅游公司。作为导游，大家觉
得跟外宾接触体现的是中国的形象，代表的
是国家的荣誉，不光是要求业务水平高，还
要求政治觉悟高，那时我们的职业荣誉感特
别强，导游这个职业在社会上的认可度也很
好。

当时桂林的旅游行程其实很简单，接待
能力也相当落后，基本上就是“三山一洞一
条江”。游漓江从市区滨江路码头出发，直
接开到阳朔，行程要六七个小时。我印象很
深的是，当年阳朔旅游业还没有发展起来，
码头只有一家不具备外事接待能力的饭店，
西街走不到半个小时就结束了游览，基本不
留宿阳朔。全市能达到外事接待要求的宾馆

饭店也没几家，主要是榕湖饭店、甲山饭店
和漓江饭店。因为宾馆饭店少，导游还得负
责给游客找合适的住处。

上世纪 70 年代，桂林旅游业在全国率
先起步发展， 1973 年，国务院将桂林列为
24 个对外开放的旅游城市之一。改革开放
后，桂林旅游业得到了长足发展，从 1973

年接待境外客人不足千人，发展到 1987
年接待境外游客 50 多万人次，国内游客
达到 800 多万人次。我记得，当时特别
忙，一个月不休息是正常的，最忙时连续
两个月都没有休息，都快分不清哪些讲解
跟客人说过哪些没有。

那时候与旅游相关的行业都特别吃
香，就连在涉外饭店当服务员都要经过层
层选拔，不仅对身高、相貌有要求，还要
通过政审。从事导游工作也极大改善了我
们家的生活条件，华生牌电风扇、凤凰牌
自行车……这些当时稀罕的大件我家都
有。 1986 年，我们家买了台日本的彩色
电视机，这在当年可是高级货，一到晚上
我家里就挤满了赶来看电视的街坊邻居。
记得有一年我得了 4000 元的奖金，这可
是一笔巨款，要知道当年工薪阶层月工资
也就是 50 元左右，这笔收入让我激动了
很久。

退而不休，我要把桂林介

绍给更多人

在国旅工作的 37 年间，我先后带过
2000 多个旅游团，接待过来自世界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3 万余名游客。

我至今仍保留着当年与不少外国游客
的合影和信件。让我印象最深的是 1983

年我接待过的一对来桂林地质研究
所讲学的美国地质学家夫妇，

夫妇俩与我拍下了当年颇为
稀罕的彩色胶卷照片。现
在我还与许多接待过的
外国友人保持着联系，
许多外国朋友还经常给
我寄来礼物。 1979 年
1 0 月份的《国家地
理》杂志便是一个最好
的例证。这是一位外宾
寄给我的，上面刊登了
他写的一篇关于桂林的文

章，还配发了不少反映当
年桂林风土人情的照片。

如今我虽然退休了，但因
为多年来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

了解，还不时应邀给外国游客讲解古
镇文化和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此外，作
为市导游协会副会长，我还经常给年轻
导游做培训，闲暇之时帮芦笛岩等景点
的导游词补充人文历史部分的英文注
释。

现在，桂林的旅游接待水平和条件有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事旅游业的人数也
翻了几十倍，旅游景点遍地开花，星级宾
馆饭店随处可见，正在开展的桂林国际旅
游胜地建设更是不断提升着桂林旅游的品
质与内涵。作为一名老导游，看到这些变
化我特别欣喜。如果可以，我还想继续做
导游，让更多的人看到最美的桂林。

(欢迎向本栏目投稿，稿件请寄桂林
市秀峰区榕湖北路一号桂林日报社会专题
部收，或投电子邮箱： g l r b 2008@
sina.com 。）

六旬老人街头晕倒 细心城管及时救助

本报讯（记者秦紫霞）近日，象山区平山街道办事处在
万福广场举办了第十三届“活力平山”文艺汇演，由各社区
(村)居民群众自编自导自演的舞蹈、独唱、彩调等节目吸引
了不少市民观看。

据了解，此次文艺汇演也是桂林市总工会“文化服务快车
走基层”文艺汇演活动之一。整场文艺晚会紧紧围绕“贯彻十
九大精神，打赢创文巩卫攻坚战”主题，许多节目都由平山街
道各个社区、辖区单位人员自编自导自演。优美的歌曲、欢快
的舞蹈让观众目不暇接，中间穿插的党建、创文巩卫、双拥、群
众安全感满意度趣味知识抢答，更是掀起了晚会的高潮。

据了解，“活力平山”品牌群众文化活动至今已经举办
了十三届，每年都结合新形势、新任务和群众的新需求精心
筹划、创作和开展特色活动，成为社区群众喜闻乐见、自觉
参与的文化活动。今年，除了文艺汇演外，平山街道办事处
还在活动现场开展了公益理发、义诊、发放宣传资料等活
动，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将创文巩卫、爱护家园的相关
理念传递给现场的每一位观众，动员辖区群众积极为创城贡
献自己的力量。

平山街道办举办

“活力平山”文艺汇演

本报讯（记者李慧敏 通讯员蒋文成）位于建安路的龙
船坪小区是一个典型的老旧无物业小区，住户们常年被小区
脏乱差的环境所困扰，近年来，还有不少居民利用小区空地
甚至占用消防通道违规搭建钢架铁棚以及砖混房屋作为杂物
间。为了恢复小区的秩序， 9 月 7 日，象山区执法人员开
展小区环境整治行动，将该小区内 87 处共约 2300 平方米
的违法建筑拆除。

当天上午，象山区组织了城管、公安、交警等多部门的执
法人员来到现场，在小区居民的配合下，对小区内违建房屋、
棚亭、地锁进行拆除。由于此前南门街道办事处与城管部门向
居民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当天的拆违行动得以顺利展开，超
过 70% 的住户主动配合执法，选择自行拆除违建。

“为了彻底解决龙船坪小区的乱象，我们街道办与龙船
坪社区正在积极推进小区业主委员会筹备工作，发挥小区居
民的力量维护好小区的环境，结束小区‘无人管’的局
面。”南门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说。

象山区整治

龙船坪小区环境
拆除 87 处 2300 平方米违法建筑

本报讯（记者王文胜 通讯员毛永阳 陆永松）日前，
永福县广福乡德安村油麻沟屯男子赵某科因酗酒竟将其叔父
打伤致死，赵某科涉嫌故意伤害罪被永福县检察院批准逮
捕。

案发在今年 8 月 13 日中午，广福乡德安村油麻沟屯的
邓某富（被害人， 57 岁）从小河沟捞了不足一斤小鱼回
家，很快，他的侄儿赵某科(41 岁)提着 3 斤米酒来到他
家，两人将鱼配上辣椒炒好，再煮了一碗红薯叶，与后来的
赵某科父亲邓某献一起， 3 人开喝了。至当天下午 5 时，
邓某富又去买了 5 斤米酒，与刚睡醒的邓某献、赵某科父
子，就着中午的剩菜接着喝酒。至次日凌晨 1 时，赵某科仍
在喝酒，邓某富劝他莫喝太多了。赵某科酒后性起恼怒起
来，操起一旁的小板凳砸中邓某富的头部。邓某献被叫醒
后，陪邓某富到同村的黄某家，请他施法术帮止血。黄某摸
黑到外面摘了些树叶回来，将树叶捣烂贴在邓某富头部伤口
处，两人便回家睡觉。

8 月 14 日早晨，邓某富头部仍流血不止，邓某献又急忙
请村里的老“瑶医”用草药帮他止血。当天下午，在永福镇的邓
某富妻子得知情况急忙赶回家，发现邓某富已经不能言语，就
赶到村外打 120 急救电话，但救护车还没赶到，邓某富已经
死亡。随后，永福警方将犯罪嫌疑人赵某科抓捕归案。

酗酒之后发酒性

一板凳砸死叔父
行凶男子被批捕

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粟海玉）如今“吃鸡”游戏
火爆网络，让很多人沉溺其中，更有甚者，为获取资金上网
玩游戏竟触犯法律的底线，最后将自己送进了牢狱之中。近
日，象山检察院依法批准逮捕了因“吃鸡”涉嫌盗窃罪的犯
罪嫌疑人蒋某。

今年 7 月份，犯罪嫌疑人蒋某接触了“吃鸡”这款游
戏后，逐渐沉迷其中，为了能够尽快升级，不分昼夜地在网
吧上网，一个月下来自己已身无分文。绝望之际，蒋某发现
网吧内经常有人玩通宵，玩累了就趴在电脑桌上睡觉，手机
等财物毫无防备地放在桌面上，没有经济来源的他决定铤而
走险，通过盗窃钱财来解决“吃鸡”的上网费用。

8 月初的一天凌晨，蒋某来到一家网吧内，来回走了几
圈，锁定目标后，悄悄走到正在睡觉的被害人李某身边，将
其放在桌面上充电的一部手机盗走。随后蒋某将手机低价卖
掉，继续去网吧上网“吃鸡”，钱花完了又故伎重施，短短
几天内先后盗窃了 3 次。他以为自己的行为无人看见，然
而网吧的监控把蒋某每次盗窃的过程都拍了下来，民警很快
就将正在网吧上网的蒋某绳之以法。

象山检察院经审查后认为，蒋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
密窃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构成盗窃罪,遂作出批准逮捕决
定。在此，办案检察官提醒广大群众，适度玩网络游戏可以
减压及娱乐，但切莫沉迷其中，更不能为此违法犯罪，游戏
输了可以重来，但人生轨迹却不能随意重走。

为筹网费“吃鸡”

男子多次盗窃

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莫新建）9 月 9 日上
午 9 时，在西二环路临桂区境内熊家村路段，一辆
大客车与一辆二轮电动车发生轻微碰撞事故。这本
不是个严重的事故，可之后发生的第二次事故反而
造成了两人受伤的惨剧。9 月 11 日，记者从临桂交
警大队获悉，其中一名伤者已无大碍，另一名仍未脱
离生命危险。

9 月 9 日上午 9 时许，一辆沿西二环路从临桂
往灵川方向行驶的大型普通客车行至熊家村路段
时，与一辆横过公路的二轮电动车发生碰撞，造成
车辆轻微损坏、电动车驾驶人受皮外伤的轻微交通
事故。

客车驾驶员杨某打好双闪后下车，发现事故损
失不大，双方就在马路上协商，并各自找朋友来
“砍价”。

不一会儿，现场一下围了 10 多个看热闹的群
众，全然不顾车来车往的危险。大约 20 分钟后，

从大客车后方驶来一辆水泥罐车。随着一声巨响，
罐车跨过隔离绿化带，撞向非机动车道内停车看热
闹的两名骑自行车的人和一名骑电动车的人，稍远
一点的电动车驾驶人反应快，跳车躲开了。而两个
骑自行车的人被撞倒后，直接被卷入车底。

据水泥罐车司机苏某介绍，他的罐车核载 10 .5
吨，总载质量 25 吨，当时整车载质量是 47 吨，超载
了 22吨。等他看到前方有事故时，在 60米开外开始
刹车，但到离现场 10 多米时，车还不能停下来。如果
继续往前行驶，前方有 10 多人，撞过去就要扫倒一
片，情急之下他只能往相对人少的非机动车道打方
向盘。事发后，苏某马上打了报警和急救电话，后经
公安、消防、医护人员密切配合，伤者被成功救出。

目前事故正在调查中。交警提示：发生轻微交
通事故后，应尽快照相固定证据，然后移到路边不
妨碍交通的地方协商，避免在路中间协商；路人千
万不要围观，以免发生意外。

作为全国第一批对外开

放的旅游城市，桂林旅游的

对外开放时间其实始于 1973

年，但真正得到发展是在改

革开放之后。张高勇作为桂

林最早的一批导游，也是地

道的老桂林，他在桂林国旅

工作了 30 多年，见证了桂林

旅游起步和发展的全过程。

他向记者讲述了从改革开放

之初当导游的故事。

我在改革开放之初当导游

在交通事故现场看热闹 后方冲来一辆水泥罐车

两名“夜屎佬”被卷入车底
交警提示：发生交通事故后，路人不要围观，以免发生意外

当年张
高勇(左二)为
央视外语主持
人 Flower 进
行导游。

记者陈静
翻拍

▲事故现场。 通讯员莫新建 摄

 这 本
1 9 7 9 年 1 0
月份的《国家
地理》杂志张
高勇一直珍藏
着。

记者陈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