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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蒋英)为进一步提高社会面火灾防控
能力，坚决预防和遏制火灾事故发生，全力维护 2018 年中国—东盟
博览会期间消防安全形势稳定，9 月 12 日晚，桂林市消防支队联合
市工商、公安及辖区派出所等相关部门开展消防安全突击检查。

当晚，全市 54 个联合检查小组 300 余名警力对辖区内娱乐场
所 54 个、商（市）场 20 个、宾馆饭店 55 个、夜间营业场所 56
个、居民社区 5 个进行了检查。联合检查组抽查值班人员是否持
证在岗在位，对火灾事故处置程序、灭火器使用、消防控制系统
掌握情况，实地察看了各场所的消防通道、安全出口是否畅通，
应急照明指示标志是否完好有效，消防器材配备是否齐全、器材
保养是否完好等情况，对场所内部的监控系统、自动喷水灭火系
统和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进行重点检查调试。要求相关单位要严格
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大对单位隐患自查自改和排查整治力
度，全面落实各项防范措施，最大限度消除不稳定因素和隐患，
针对重点部位和不放心场所，要安排专人紧盯看护，切实提升单
位自防自救能力。

据统计，此次联合检查共发现火灾隐患 476 处，整改火灾隐
患 444 处。下一步，消防部门将继续推进消防安保工作，加大力
度扎实做好 2018 年中国—东盟博览会期间消防安保工作，最大限
度地避免火灾事故的发生。

寻找桂林最美“四有”好教师

□本报记者陈娟 文/摄

利落的短发、弯弯的眉毛、亲切的笑
容，有着 20 多年教龄的张雪芹，是学生们
常常挂在嘴边的“张妈”。

张雪芹是桂林市旅游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艺术部部长。出身于教师家庭的她，自小就

渴望着当一名教师。毕业后，她如愿走进
校园。 22 年来，她深深挚爱着自己的工
作，切实履行一名教师的职责。

“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必须先做到。”
张雪芹常这样告诫自己。为了培养学生不
迟到的习惯，张雪芹总会提前五分钟到达
约定地点等待学生。有次生病在医院打吊
针，看到班会课时间快到了，而药水还有大
半瓶，她就避开医生，自己举着吊瓶偷偷离
开医院，坐了个摩托车飞奔回学校，只为做
到自己对学生“不迟到”的承诺。后来请校
医拔针时才知道这样做有多危险。

“我们都管她叫‘张妈’。”在学生张鑫
眼中，张雪芹对待他们就是一个“暖”字。冬
天，他们有表演比赛任务，张雪芹就会给大
家盛上一碗在家熬好的姜汤暖身体；他们
想吃好吃的了，她就做好回锅肉等家乡菜
带去学校；中秋节时，她把未回家团聚的学

生带到自己家里过节……正是这些润物细
无声的朴实举动，学生们从张雪芹身上学
会了感恩、学会了关爱他人。

“以心换心赢得学生的信赖，去帮他
们做些实事，让他们感受老师的温暖。”
张雪芹早已把学校当成第二个家，把学生
当作自己的孩子。有一次，班上有个学生
与校外人员产生矛盾，被一群人堵在校园
一角。闻讯而来的张雪芹冲了过去，用娇
小的身躯将学生挡在身后，大声训斥和教
育校外人员，让他们放弃冲动的行为。后
来，她多次受到电话和短信威胁，让她少
管闲事，张雪芹却坦然处之。

有学生在深夜里患急病，张雪芹带着
自己三岁的孩子开车陪患病学生上医院；
有学生家长无法支付学生的生活费，她就
为学生垫付一年半的生活费，直到家长打
工攒够了钱，才以分期付款的形式归还；

还有学生家庭困难，家长想让其辍学出去
打工，张雪芹捐助 2000 元，帮助他们渡
过了难关，并叮嘱家长不要告诉学生，以
免给学生造成心理负担。

作为一名音乐教师，张雪芹在教学上
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在学前教育音乐教学
中，她把幼儿歌曲表演唱、音乐剧、合唱
指挥等内容，作为校本教材融入平时的教
学中，引导学生对知识进行融会贯通、灵
活运用，不仅提高了学生的专业能力，还
提高了学生对教学活动的组织管理能力。

在同事们眼里，她也是暖心的大姐。无
论是长期担任的班主任和教研组长，还是
在如今的中层领导工作中，张雪芹都努力
认真，并帮助年轻教师成长。她曾经日复一
日地电话提醒爱睡觉的同事起床按时上
班，一字一句地帮青年教师修改教案，和教
师谈心，解决他们工作生活上的困难……

张雪芹：以心换心赢得学生信赖

□本报记者陈娟 文/摄

生活中的她，就像朴实无华而又醇香袭
人的茉莉花，在校园里静静开放。讲台上的
她，容光焕发，扬起的面庞自带光环，能让
课堂充满神奇的魔力，能轻易点燃学生思维

的火花。她，就是象山区将军桥小学的陈
丛岚老师。

小学班主任就像教师中的“战斗
机”，除去正常教学外，还担负着学生的
日常管理工作。琐碎、繁杂，千头万绪，
是班主任工作的写照，但谦和温柔的陈丛
岚则把班主任工作做成了一门艺术。

书信往来是陈老师和孩子们特有的交
流方式。有时候是一封经过邮递员传送的
信件，让孩子有庄严的“仪式感”；有时
候是作业本上几行有针对性的调侃，换来
孩子会心一笑；更多的时候，是文具盒里
偷偷出现的小纸条，让孩子收获不期而遇
的惊喜。

陈丛岚曾带过一名学生小胡，二、三年
级时，自控能力差，上课爱讲小话。陈丛岚
悄悄在她的文具盒里放了一张留言条：“我

喜欢看你在操场上快乐奔跑的身影，喜欢
看你讲笑话时的眉飞色舞，更喜欢看你上
课认真听课时小眼睛里闪烁的火花。希望
你遵守纪律，约束自己，拥有一个好品质从
认真听一节课开始。”在陈丛岚帮助下，
小胡学习开始用心起来。但是，经过一年
努力，进步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大，家长有
些失落，孩子也有些气馁。陈丛岚鼓励
她：“坚持下去，彩虹会穿越风雨如约而
至。”孩子信心大增，迎难而上，最后以
优异的成绩进入初中，并一路超越，考入
北京大学。今年回校看望陈丛岚老师时，
小胡动情地说：“那一封封信、一张张小
纸条，是灯塔，是打气筒，更是火种。”

“孩子对我来说只是五十分之一，可是
对于每个家庭来说却是百分之百。”在陈丛
岚看来，“每一句话都能影响人，每一件事

都能教育人”。她相信，教育不仅仅是传授
知识，更重要的是点燃孩子内心的火焰。

“刺头学生”小王，父亲早亡，母亲
远嫁，小小年纪的他就沾染上了抽烟、喝
酒、偷盗的恶习，而年迈的爷爷奶奶自顾
不暇。陈丛岚天天中午把小王带回家，让
他和自己的儿子同吃同住，照顾生活，辅
导功课，冷天添衣，病中送药，帮助他远离
社会上的坏朋友，树立生活的新目标。阔别
小学校园十余年的小王，如今年年春节都
要回来看望陈丛岚老师。他说：“关键时刻
能碰到拉一把的老师，是多么幸运！”

“每一个基础教育的从业者，都是一肩
挑着无数家庭的重托，一肩挑着国家民族的
未来。”在陈丛岚从教的 27 年中，她以一颗
慈母心去包容、教育每一个孩子。就像她常
说的，“金凤凰”要爱，“丑小鸭”更要爱。

陈丛岚：“金凤凰”要爱，“丑小鸭”更要爱

火车站电梯屡“罢工”旅客无奈当“搬运工”

强化措施保中国-东盟博览会消防安全

我市多部门联合夜查

整改火灾隐患 400 余处

2018 年 9 月 10 日，在桂林市委统战
部、市工商联的牵头组织下，灵川县委、政
府在灵川县大圩镇下张村举行了以“不忘初
心、助力扶贫”为主题的“桂林民营企业家
走进灵川扶贫捐赠仪式”，桂林市民营企业
代表捐资 15 万元帮助该村成立专业合作
社，发展标准化、科技型的特色农业种植，
引领村民脱贫致富。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王建毅，市工商联、灵川县委、政府及大圩
镇党委、政府有关领导参加了本次活动。

大圩镇下张村是自治区级贫困村，贫困

户较多，自我发展能力弱。针对集体经济
发展落后，贫困户没有稳定收入的短板，
下张村委在镇党委、政府和扶贫后盾单位
桂林市税务局的引导和大力支持下，成立
专业合作社，通过打造“合作社+基地+
农户”的模式发展特色产业。目前该村建
立了 60 亩蔬菜基地，发动贫困户进行蔬
菜种植，由合作社提供技术、品种并负责
销售，使贫困户有稳定的种植收入。同
时，不断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通过试点
使“合作社+基地+农户”的蔬菜种植模

式逐步拓展到全村 121 户贫困户和其他
农户。

在了解到该村在成立专业合作社过程
中存在资金不足的问题后，桂林明富金属
有限公司、海威电子科技公司、桂林青禾
美邦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桂林鸿程矿山设
备制造发展有限公司、广西三正国际拍卖
有限公司等五家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到扶助
活动中，为该村捐款 15 万元。下张村党
总支部书记朱行辉说：“民营企业捐助贫
困村发展种植产业，把资金用在了刀刃

上，更有利于可持续发展。”他表示，对
于这笔资金将严格按照贫困村脱贫摘帽的
标准和要求使用，使其发挥最大效用。

据悉，市委统战部、市工商联、市扶
贫办联合开展的“民营企业走进贫困村共
建新农村”活动，计划用 6 年时间
(2015 — 2020 年)，动员、鼓励、组织全
市民营企业积极参与桂林市新一轮扶贫开
发贫困村整村推进工作，帮助不同地理条
件的贫困村打造特色产业链，实现“造血
式”扶贫。 (黄林凤 陆挺)

“激活”民企力量 助力精准扶贫

本报讯(记者陈静 文/摄)赶车的旅客看着一动
不动的电动扶梯，脸露失望的表情，随后拎起沉重的
行李爬楼梯……最近一段时间，在桂林火车站经常能
看到这样的场景。 9 月 7 日，有不少游客和市民反
映，桂林火车站通往二楼出发厅的自动扶梯长期“罢
工”，让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苦不堪言。大家纷纷质
问，这里的电梯为啥成了摆设？

“又遇到火车站电梯停运，这也太不方便了。”9 月
7 日上午，市民李先生到桂林火车站乘动车，一进候车
厅看到“罢工”的电梯让他傻了眼。大厅两部电梯都不
能使用，携带大包小包行李的他不得不手提肩扛，费了
好大劲才上到二楼候车室。李先生告诉记者，因为工作
关系自己经常乘坐动车出行，在他印象中，8 月 24 日
和 9 月 1 日电梯也出现过“罢工”的情况。“这是比较
确定的时间，有时赶车着急就没有记。以我出行来说，
至少三分之一时间会遭遇电梯停运的。”

与李先生有着类似遭遇的还有游客马女士。当天
上午她带着母亲跟孩子结束了桂林的行程，乘动车回
家。可取完票，过了安检，到了火车站候车厅才发现
自己需要到二楼候车，而通往二楼的两部电梯都“罢
了工”。“我自己怀孕 6 个多月，大宝也才 3 岁，
再加上行李和婴儿车，根本没办法。”不得已，马女
士只好花钱请了站内的“小红帽”搬运行李。

随后，记者来到现场发现，在火车站候车大厅，
两侧各有一部自动扶梯，一部已经被围挡完全封闭，
另一部用黄色的围挡拦住，标识着“电梯作业中，请
勿进入”字样。旅客搭乘火车一般都是在位于二楼的
两个候车室候车，有大量带着各种箱包的旅客在看到
自动扶梯无法使用后，只能选择爬楼梯。于是，有的
人选择用手拎，有的人选择扛在肩上，有的则是两个
人一起抬……人多时， 1 分钟内就有超过 20 名旅客
搬运行李爬楼梯。

“哎哟，我的天！”两名女孩拖着有半人高的
行李箱走到了扶梯前，看到扶梯一动不动，她们发
出了惊叹声。“我经常出差，电梯没法用，肯定不
方便。”拖着行李箱爬上楼梯后，市民裴女士对记
者说。采访中，一位二十出头的男旅客表示，“确
实有点不方便，我是小伙子可以提，要是年纪大的
或是带小孩的，就没那么容易。”

记者在网上查阅相关信息，发现早在去年 9
月，就有市民发帖反映火车站电梯“罢工”的问
题，今年 6 、 7 月份以来就有多条帖子反映电梯
停运和进出车站没有电梯极为不便的问题。在采访
中，不少市民和游客表示，火车站是进出桂林的重
要通道，相关部门应当重视这个问题，提升服务旅
客的质量，擦亮桂林这个对外宣传的“窗口”。

▲因为电梯停运，旅客不得不提着大包小包的行
李爬楼梯进站。

▲这部电梯被黄色的围挡拦住，上面标识有“电梯作业
中，请勿进入”字样。

创建全国文明城·曝光台

（上接第一版）

项目建设风生水起快马加鞭

8 月 2 日，恭城平安康养特色小镇瑶汉养寿城·恭城瑶医院项
目开工建设； 8 月 8 日，中国中药（桂林）产业园在七星区铁山
工业园开工建设；截至 9 月 6 日，桂林工人疗养院永福基地的职
工康复保健中心砌体施工完成 100% ，英模养老中心砌体施工完成
100% ……

今年以来，随着中国中药（桂林）产业园、美好家园（桂林）
国际旅居康养小镇等一批重大康养项目纷纷落户，我市健康旅游产
业项目建设风生水起、如火如荼。

项目建设是推动产业发展的“引擎”。按照中医药特色医疗
类、康复疗养类、休闲养生养老类、健康运动休闲类、智慧健康旅
游类等 5 类，我市筛选出第一批 50 个健康旅游项目。在此基础
上，又筛选出 15 个重点项目进行重点推进。

为确保项目加快推进，市委、市政府将桂林国家健康旅游示范基
地建设列入 2018 年八项重点任务之一，每季度召开一次领导小组
联席会议或示范基地建设工作推进会。同时，桂林市健旅办实行“挂
图作战”，列出项目推进表并倒排工期，就各项目主要内容、每月进
度、存在问题等一一公布，实行每周一例会、每周一小结、每月一总
结，随时监控项目存在问题并第一时间进行解决。

强力的推动，使一个个项目建设快马加鞭并取得阶段性成效。
桂林象山·翠竹孝慈轩养老服务中心预计重阳节正式投入运营，桂
林国际智慧健康旅游产业园新成立的桂林生命与健康职业技术学院
9 月 18 日将正式开学授课，灵川县大圩镇、雁山区草坪回族乡及
雁山镇、阳朔县白沙镇等 8 个乡镇卫生院旅游医疗驿站加紧建
设，预计 11 月完成建设。

创新五大业态模式 助推康养产业集聚发展

“去年 12 月，我和老伴参加了候鸟旅居团队来到桂林夕阳红
养老中心。多亏他们完善的医疗条件，当我身体不舒服以为是胃痛
时，帮我检查出是心梗，真正救了我一命。”说起去年来桂林休
养，济南的赵建中老人充满感激和感动。

在推进健康旅游产业中，桂林不断创新业态模式，打造桂林夕阳
红养老中心、桂林工人疗养院等为代表的“康复疗养+旅游”融合模式，
推出了“旅游+康复+候鸟式养生”系列产品。赵建中老人正是得益于这
一模式，才在候鸟式休养中不被病痛击倒。据介绍，目前两家养老机构
客源已辐射全国各省区、港澳台地区以及东南亚国家。

不仅如此，桂林还探索出了“中医药特色服务+旅游”，以民
族医药为特色促进区域健康旅游业发展，以体育赛事为平台促进环
境养生、文化养生、运动养生、生态养生市场开发和运营，以及健
康主题小镇建设等 5 大业态模式，从而推动康养产业不断集聚发
展。例如，在“中医药特色服务+旅游”方面，桂林中医医院面向
国内外游客，开发提供中医药养生保健、健康咨询、名老中医现场
诊治、传统中药制作工艺展示、中医特色养生旅游产品销售等健康
旅游服务项目，广受游客好评。在“体育赛事+养生”方面，桂林
近年依托举办“环广西”山地自行车世界巡回赛、桂林国际马拉松
赛、阳朔国际山地越野赛、阳朔国际攀岩公开赛等一系列重大赛
事，吸引中外运动爱好者前来参赛和旅游，体验桂林的康养项目，
推动“体育+旅游+养生+文化”等产业融合发展。

桂林着力建设
全国一流健康旅游目的地

（上接第一版）在当天下午举行的自治区集中签约专场，桂林
共签约外资项目 6 个，签约总额折合人民币 105 . 74 亿元；内资项
目 12 个，签约总额 238 .70 亿元。在外资项目中，超 10 亿元的项
目有 2 个，分别是：兴安县的乐满地文化旅游康养综合体建设项
目，总投资 9 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 61 . 83 亿元；位于象山区的
龙光养生谷项目总投资 4 . 5 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 30 . 91 亿元。
在内资项目中，有 7 个项目投资规模均超过 10 亿元，分别是临桂
区桂林会仙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项目，总投资 60 亿元；雁山区益
田民国风情小镇项目，总投资 60 亿元；位于高新区的中国中药
（桂林）产业园，总投资 50 亿元；位于经开区的桂林深科技智能
制造项目，总投资 15 亿元；位于灌阳县的双胞胎集团灌阳生猪养
殖产业链项目，总投资 11 . 5 亿元；位于恭城的桂林盘王药谷健康
科技旅游小镇——— 盘王药谷园项目，总投资 11 亿元；阳朔洲际度
假酒店项目，总投资 10 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博览会我市入选自治区签约专场项目最多的
是高新区，共有 3个项目入选，其中 2个是产业项目，分别是芯源系统
设计研发项目，主要是与集成电路板相关的芯片研究，以及中国中药

（桂林）产业园项目，主要发展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前景可期。
市领导何运保、樊新鸿、雷声、汤桂荔，市政府秘书长丁东弟

分别参加相关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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