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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日报记者 杨波

“谢书记，我回来啦，带了最新鲜的
核桃、哈密瓜、葡萄干，准备在重阳百家
宴上请邻居们一起尝尝！” 10 月 15 日，
新疆和田县的农产品经纪人买吐送·玉送
一出南宁火车站，就赶到衡阳街道中华中
路社区的“民族之家”，向社区党委书记谢
华娟“签到”。10 多年来，“出了火车站就找
中华中路社区，有困难就找谢华娟”在不少
西部省市来邕同胞之间口口相传。

“作为基层社区干部，实现邻里守望
相助，让各族同胞亲如一家是我们的责任
担当。”自 2001 年到社区工作以来，谢华
娟打造“民族情深党旗红”党建品牌，在有
着不同民族习惯、宗教信仰和语言文化的
各族群众之间架设起心连心的“民族桥”。

中华中路社区毗邻南宁火车站，是许
多外地务工群众来邕落脚的第一站。社区
里混居汉、壮、瑶、维吾尔等 19 个民族
居民。每年 9 月，新疆瓜果特产上市季
节，便有不少维吾尔族、回族同胞南下销
售特产，至来年开春再回乡耕种。为了
让远道而来的“候鸟”们离乡不离家，
谢华娟打造南宁市首个党代表工作室和
首家社区“民族之家”，联系广西民族
大学师生开办免费汉语培训班，聘请专
家顾问为少数民族群众提供就业创业、
技能培训、法律咨询等服务。她还自学

维吾尔族语，为各族群众调解纠纷矛盾。
“烤馕一份， 5 块钱。”在火车站

地洞口附近经营烧烤店的阿布都·卡德尔
如今可以在普通话、南宁白话和维吾尔族
语间自如切换，谢华娟帮他和老乡落实了
合法经营点，解决租房停车问题，还教会
他使用手机收付款等技能，他感激地说：
“谢大姐特别好，帮了我们很多忙！”

截至目前，“民族之家”累计为少数
民族群众提供就业服务 830 多次，解决
住(租)房问题 1560 多人次，完成技能培
训 840 多人次，解决近 20 名随迁子女入

学难题。
为了促进少数民族群众尽快融入社

区大家庭，谢华娟在社区组织举办“古
尔邦节”“壮族三月三”“开斋节”等
民族传统节日活动。

其中，古尔邦节已成为了社区的固
定节日，重阳节百家宴、春节饺子宴等
活动也成为社区各族居民共同参与的盛
事。她还组建了微信群“民族桥”，向
社区少数民族外来务工人员发布就业信
息、社区公告等便民信息，分享民族歌
舞和美食视频，慰藉大家的思乡之情。

2012 年，中华中路社区荣获“全
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示范社区”。
谢华娟先后获得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全国三八
红旗手等荣誉称号，被居民亲切称为
“民族团结进步使者”。

本报讯（记者韦莎妮娜 通讯
员王亚东）近日，七星区骖鸾路延
长线迎来了开工仪式。该延长线是
和平万达项目的一部分，一旦建成
将与已建成通车的毛塘东路延长
线、规划中的穿山东路延长线组成
新的道路交通网，惠及和平村以及
周边新建小区十几万人口出行。道
路将于春节前后达到通车条件。

据悉，骖鸾路延长线是继毛塘
东路延长线后，第二条万达旅游城
配套道路。总投资 2134 万元，规划
红线宽 30 米、长 970 米，设计双向
6 车道。为保证骖鸾路延长线顺利
启动建设，和平万达指挥部自 9 月
以来加大拆迁工作力度，签订了房

屋拆迁安置协议 46 户、附着物
自拆补偿协议 497 户，拆除房屋
面积 2 . 6 万平方米、其他建筑及
构筑物面积 8 .46 万平方米。

此外，项目指挥部还加大了
对项目周边基础设施建设的力
度。目前，和平片区项目已完成毛
塘东路延长线建设，正开展路灯、
绿化等配套基础设施建设。融创
集团投资 3 亿元建设 3 所学校，
其中九年一贯制“融创育才实验
学校”所在地块已开展房屋拆迁
工作，计划本月底动工开建。该学
校总建筑面积 4 . 8 万平方米，拟
开设小学 30个班、初中 15个班，
可同时容纳 2100名学生就读。

本报讯（记者徐莹波 通讯员
何永芳）近期以来，我市举办了
2018 年健康中国行——— 科学健身
主题宣传活动暨健康八桂行宣传周
活动。市妇女儿童医院紧紧围绕这
一活动主题，结合医院妇幼特色，
开展了系列健康宣传教育活动。

今年健康中国行的主题为“科
学健身”，结合这一主题，市妇儿
医院开设孕妇学校精品课，由专
业老师指导孕妈妈开展孕产瑜伽
等运动。医院还举办孕妇学校公
开课，医生就如何自我监测胎
动、如何预测晚期流产、瘢痕子
宫再次分娩的选择、关注婴幼儿
语言发育以及产后康复等内容进行
授课，帮助孕妈妈和家属了解孕育

知识，度过孕期。
活动期间，医院组织专家来

到市艺术学校和市聋哑学校，开
展健康知识巡讲进校园活动，将
“关爱健康，守护青春”的青春
期保健知识送进校园。同时，医
院组织党员志愿服务队到龙胜各
族自治县瓢里镇，开展健康扶贫
义诊活动，为当地群众提供常见
病、慢性病的咨询以及初步筛
查、诊断和一般治疗，把优质医
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另外，
每年十月是“粉红丝带乳腺癌防
治月”，医院还组织开展“粉色
十月，呵护乳房，保卫女性健
康”活动，共吸引到 200 多名
妇女参加。

□记者秦丽云 通讯员文小静

村级集体扶贫能力是彻底打赢脱贫攻
坚战的根本和保障，而产业的发展和优化
则是脱贫攻坚的核心，也是贫困人口长期
稳定脱贫的根本途径。全州县凤凰镇大坪
村大力发展果蔬大棚，通过党支部+合作
社+贫困户的模式，让村集体经济与贫困
户收入双增长，探索出一条脱贫致富新路
子。 2017 年该村实现村集体收入增收 10
多万元， 62 户贫困户每户人均增收 400
多元。

村委+贫困户 抱团谋发展

大坪村是国家“十三五”贫困村，辖
13 个自然村 1268 户 4165 人，其中贫困
户 63 户贫困人口 195 人。 2016 年 9

月，在镇党委、政府的指导支持下，在后
盾单位桂林市司法局的大力扶持下，成立
了由村委牵头的全州县凤凰高康果蔬种植
专业合作社，种植长豆角和西瓜。

大坪村第一书记秦大晴告诉记者，大
棚内种植的长豆角与西瓜，每年可采收两
批，为了避开销售旺季时的低迷市场价，
合作社专门制定了种植计划，可比传统种
法早上市一个来月。“打个时间差，价格
就可高一茬，每亩产值在 8000 元左右，
利润在 5500 元每亩。”秦大晴说，合作
社研究后的种植方法比传统种法利润高，
更有保障，也提高了村民种植的积极性。

从 2017 年开始，合作社有了效益，
意味着村集体有了收入，村里出资修建了
四级联网公路高车段， 4 米的路面 6 米
路基，方便群众出行，帮村民们铺就了致
富路。

技术+销售 向科技和市场要效益

“隔行如隔山，不要迷信原来种菜的
‘老皇历’，要跑在市场需求的前面，向
科学种植和销售市场要效益！”凤凰镇分
管扶贫工作的副镇长文平对大棚种什么、
怎么种有着自己的理解。 2018 年，大坪
村调整种植结构，去掉了费工费力难打理
的长豆角项目，全部改种大棚西瓜。为了
让大棚西瓜种植一炮打响，合作社聘请了
有 10 多年西瓜种植经验，且在上海种了
5 年大棚西瓜的农业种植行家蒋小忠来总
管基地西瓜种植。由于管理技术到位，该
合作社的西瓜有三大特点：产量稳定、口
味稳定、大小匀称，深受市场喜爱。今
年，村里种植的大棚西瓜最高价达 2 . 2
元/斤，最低时也有 1 .5 元/斤。

种植技术上去了，市场打开了，随之

而来的是，合作社的运作帮助更多的村
民增加了收入。

“基地我收租金一年 900 多元，
打零工 80 元一天，一年有一半时间做
事，全年工钱 1 万多元。”大坪村委高
车自然村贫困户唐咸辉对能在家门口务
工非常开心。基地有 40 多亩地，每亩
租金 450 元，每亩用工成本 2500 元，
两项相加，群众共增收 11 .8 万元。

“种植西瓜一年两批，第一批 5
月上市，下秧、打龙头、对花、采摘都
需要大量的劳力，优先聘请占地户与贫
困户。我们就是要让群众受益、贫困户
更受益。”该村支书唐志勇说。

面对村集体收入将继续增加的利好
局面，第一书记秦大晴说，该村将继续加
大投入，扩大种植，把饼做大，使自己有抵
御自然和市场双重风险的能力，形成良性
循环，带动全村稳步走上致富之路。

■榕城短波

市妇儿医院开展科学健身
主题宣传活动

七星区骖鸾路延长线开工建设
春节前达到通车条件，

惠及和平村周边 10 多万人出行

本报讯（记者徐莹波 通讯员
刘燕 吴贤义）日前，桂林医学院附
属医院血液内科使用无菌层流床为
患者张女士完成了自体造血干细胞
移植手术。据悉，这也是该院首次使
用无菌层流床完成自体造血干细胞
移植手术，目前，张女士已经康复出
院。

前段时间，张女士因“乏力、
腰痛”入住桂医附院血液内科。经
相关检查后，医生诊断她患有多发
性骨髓瘤。按照多发性骨髓瘤的规
范化治疗方案，院方先为张女士开

展化疗，在她的症状得到缓解
后，决定为她开展自体造血干细
胞移植治疗。考虑到张女士家庭
经济困难，血液内科移植团队经
过反复讨论研究，决定选择在无
菌层流床为张女士开展手术。该
院血液内科主任董敏介绍，一般
情况下，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患
者需在百级层流病房手术，而在
无菌层流床手术费用则减少近 3
万元，在不降低疗效的情况下，
这一方式最大程度减轻了张女士
的经济负担。

桂医附院首次在无菌层流床

完成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
大大减轻患者经济负担

全州凤凰大坪村：果蔬大棚助力村级集体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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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指引下 ——— 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自治区成立 60 周年

让社区各族同胞亲如一家
——— 记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谢华娟

本报讯 为了进一步改善象山
区大气环境质量，近期以来，象山
区平山街道环卫企业深入开展秋冬
季节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行动。在行
动中，平山环卫结合平山片区的实
际情况，加大对扬尘污染突出的主
次干道的清扫保洁和洒水增湿抑尘
力度，重点对渣土车出入频繁的万
福路、凯风路、 321 国道、平山

北路、八中区域等地增加洒水增
湿抑尘力度的频次。在日常情况
下，平山片区确保按照主干道及
重点路段每天不少于 6 次，其
他支、辅路每天不少于 4 次的
要求进行洒水作业，同时增加夜
班作业班次，确保有效改善象山
区大气环境质量。

（记者徐莹波 通讯员钟静）

象山区平山环卫
开展秋冬季节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行动

本报讯（通讯员盘选龙 杨黎
明）“领到这个土地确权证后，我
心里就有了底，就像吃了颗定心
丸，脱贫致富的信心更足了。”

近日，全州县农村土地承包经
营权证颁证首发仪式在东山瑶族乡
举行，东山瑶族乡清水村的李太山
手捧着刚刚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
营权证，言语中充满喜悦。

全州县领导为 10 名群众代表
颁发了全县第一批农村土地承包经
营权证，这标志着该县农村土地确
权登记颁证工作已经正式进入领发
权证的决胜阶段。首批 7 万本证
书已印制完毕，接下来，将分步对

已经确权登记的进行颁证。
据了解，全州县农村土地确

权工作涉及全县 18 个乡镇 275
个行政村 4 1 2 3 个村民小组
186292 户农户 69 . 8 万人。目
前 ， 全 县 共 调 查 承 包 农 户
184458 户，占总承包农户数的
9 9 . 0 1 % ； 调 查 地 块 数 量
1366003 块，实测地块面积
823860 亩，确权面积 823860
亩，占全县二轮承包耕地面积
688045 亩的 119 . 74%；确权农
户数 182752 户，占承包农户总
数 186292 户的 98 . 1%，确认承
包方家庭成员数量 673496 人。

全州县首次颁发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日前，市第二人民医院举行了
以“医患携手，同心前行”为主题
的肾病病友联谊活动， 140 多名
肾病病友及其家属参加联谊。

在联谊会上，该院肾内科专家对
血液透析的常见并发症、血透病人饮
食、注意事项及保健知识进行讲解，

鼓励大家保持良好心态，加强交流
沟通，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和建立
幸福生活的勇气。授课结束后，专
家还解答了病友在治疗期间遇到
的一些问题，与病友一起开展联
欢活动，并发放了爱心礼物。

（记者徐莹波 通讯员唐清）

市二医院举行肾病病友联谊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阳宁红 文/摄）
“这 4 箱蜜蜂今年 10 月才开始养，一个
月的时间就产这么多蜂蜜，看来离脱贫的
日子近了。”日前，灵川县潭下镇码头村
委下涂家贫困户宋立明一边忙着收蜜，一
边高兴地说。他仿野生养的 4 箱蜜蜂共
收了 12 斤蜂蜜，获得近 2000 元的收
入。

今年，该镇党委、政府发动民营企业
家共为 30 多户贫困户捐赠 140 箱价值
8 .4 万元的蜜蜂，并组织成立潭下镇甘美
蜜蜂养殖专业合作社，社里不仅免费提供
蜂箱、蜂种，还特聘养蜂专家免费提供技
术，定期到贫困户家中进行一对一技术指
导。据初步预计，今年年底通过蜜蜂养殖
每户贫困户能增收 6000 元左右。

据悉，今年以来，潭下镇通过因地制
宜、因户施策，聚焦扶贫攻坚短板问题，
针对无劳动力的贫困户进行了发展养蜂产

业的试点探索，以发展产业的方式推动
脱贫攻坚，提高困难群众脱贫致富的能
力和动力，并以点带面，培养更多无劳动
能力贫困户的造血能力，走真正由“输血
式”扶贫转变为“造血式”扶贫新模式，以
助贫困户早日实现脱贫致富梦。

除了发展养殖业，该镇还通过发展
柑桔产业帮助农户实现了脱贫，已经引
入了砂糖桔、南丰蜜桔、二月蜜桔等品
种，桔红甘棠江现代特色农业（核心）
示范区的核心示范区 5000 亩，拓展区
15000 亩，辐射区 10000 亩，将柑桔产
业覆盖到全镇所有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
家中。据了解，全镇 217 户建档立卡贫
困户中除去长期在外务工和家中无劳动
力的，剩余 178 户贫困户均发展了种
植、养殖产业。截至目前，贫困户共发展
柑桔种植 580 多亩，其中有 52 户贫困
户通过发展柑桔产业实现了脱贫。

灵川潭下镇“甜蜜”产业助贫困户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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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4 日，恭城瑶族自治县在莲花镇红岩村举行“银殿雄狮耀恭城”恭城优
秀传统舞狮展演，来自该县的 8 支队伍给广大游客献上了一台精彩纷呈的文化大
餐。第 15 届桂林恭城月柿节期间，该县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游客不仅能够体验
采摘柿子的丰收喜悦，同时也能感受到浓浓的传统文化。 通讯员梁辉 摄

▲近日，农行桂林分行到下属龙胜各族自治县支行结对
帮扶贫困山区双洞村进行帮扶，将员工的爱心捐赠款 4 万
元送达村委，帮助改善村容村貌、进行基层党支部建设，还
为 4 户结对帮扶的仍有困难的农户送去慰问金。作为双洞
村的帮扶后援单位， 2016 年 4 月至今， 12 名农行员工与
该村 12 户贫困户结成结对帮扶， 2018 年将全部率先脱
贫。在农行的帮助下， 2016 年以来，双洞村累计脱贫 61
户、239 人，2018 年贫困发生率将降至 0 .2% ，率先实现
“十有一低于”。 通讯员伍文悄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