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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刘慧华 张超群

“非常舒服！我半年多的腰痛背胀不舒
服减轻了大半呢！”日前，龙胜马堤乡龙家
村的农满秀老大娘在卫生院接受治疗后，对
该卫生院的医护人员竖起大拇指点赞。

据悉，农大娘腰痛背胀半年多，之前到市
里的大医院看过一次，医院诊断是腰椎间盘
突出症。在市里面的医院做了几次“长龙灸”
中医治疗，效果蛮好。这一次老毛病又犯了，
本来只是想来卫生院开点止痛药，没想到在
卫生院也可以做这个治疗了，太方便了。

今年 7 月 31 日，以南溪山医院为牵头
单位的龙胜公立医院人民医院集团成立，马
堤卫生院是集团成员之一。为迅速提升龙胜
乡镇卫生院的医疗服务水平，使当地群众在
家门口能看上病、看好病。南溪山医院针对
卫生院的实际情况精准施策，要求集团内的
7 家卫生院结合龙胜山区老百姓的生活习惯
及健康状况，找准医院的自身定位，克服人
员不足、医疗服务能力较弱的困难，大力发
展中医中药治疗项目，努力走一条“中医兴
院”卫生院发展路子。

11 月 6 日，南溪山医院组织集团的 7
家卫生院院长、业务副院长以及业务骨干一

行 15 人，来到南溪山医院中医科进行学
习。南溪山医院中医科主任阳绍华、护士
长唐丽芳为大家现场演示了长龙灸、中药
拓渍、穴位敷贴等中医治疗项目。马堤乡
卫生院的韦杨高院长表示：“马堤乡地处
深山，当地老百姓风湿骨痛的情况非常常
见。这个长龙灸项目对这些慢性的关节疼
痛效果好，非常适宜在卫生院开展。”回
院后，他立即着手在马堤乡卫生院开展该
项目。

作为广西区内首家涵盖三级医院、二
级医院及乡镇卫生院的全覆盖型医联
体——— 龙胜公立医院人民医院集团，自运

行以来，充分发挥集团优势，组织集团内
各医疗机构相互学习、相互交流；针对部
分医疗机构薄弱的医疗技术，集团的牵头
单位——— 南溪山医院，则充分发挥三甲医
院的技术优势，让集团内的医护人员到南
溪山医院相关科室学习，让南溪山医院的
专家到集团各医疗机构进行帮扶。目前，
龙胜公立医院人民医院集团内各卫生院的
基本医疗工作逐渐复苏，医疗服务能力逐
渐提高，让老百姓“小病不用去大医院，
大病能够及时发现”。而马堤乡卫生院的
“长龙灸”就是该医联体促进基层医疗机
构服务能力的缩影。

本报讯（记者徐莹波 通讯员文衍坤）
日前，市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委员会下发
国家 AAA 级旅游景区公告：经评定，桂林
经济技术开发区罗汉果小镇，恭城瑶族自治
县矮寨景区、龙虎关景区、社山景区，临桂
区抱璞文化展示中心达到国家 AAA 级旅游
景区标准的要求，经公示无异议，确定为国
家 AAA 级旅游景区。

据悉，桂林经开区罗汉果小镇位于永
福县苏桥镇，是一个依托罗汉果产业为主

导，拟打造成为罗汉果育苗、种植、加
工、研发、销售（电商）、体验、休闲饮
食综合配套的产业集群小镇；其规划面积
为 2 . 98 平方公里，包括生产制造区、产品
展示交易区、创新创业研发区、生活配套
区、休闲康养区、种植体验区等六大功能
区；总投资约 27 . 6 亿元，其中一期投资
10 .25 亿元，建设内容包括豪文国际学校、
小镇人才公寓、标准厂房、罗汉果展示
馆、产业研发中心、罗汉果体验水街等基

础及配套设施项目。目前，豪文国际学
校、罗汉果产业研发中心已建成。这些
项目全部建成后，将完善小镇的文化教
育、休闲旅游、生产生活等综合服务功
能，打造宜居宜业、产城融合的产业小
镇，增强罗汉果小镇的吸引力和承载能
力，预计可带动产业人口约 2 万人，年
产值达 100 亿元以上。

“罗汉果小镇获评国家 AAA 级景
区，标志着经开区工业旅游与产业融合

发展迈上新台阶。”桂林经开区管委会
相关人士表示，经开区将以此为契机，
进一步加快小镇建设，力争将其打造成
集工业旅游、罗汉果文化体验、休闲、
长寿养生等为一体的特色小镇。同时，
罗汉果小镇还将以科技创新为引领，聚
焦罗汉果产业，夯实创新创业平台，努
力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到 2020 年形成高
新技术产业集聚区。

本报讯（记者徐莹波 通讯员刘燕 李晓玲）日前，桂林
医学院附属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成功为患者吴女士实施心肌桥
切开松解手术联合冠状动脉搭桥手术；术后，吴女士恢复良
好，已康复出院。据悉，这也是该院首次完成这类手术。

近段时间， 55 岁的吴女士经常出现胸痛症状，于是来到
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住院检查。医生诊断认
为，她患有冠心病、心绞痛、冠脉前降支纵深型心肌桥。经过
专家团队反复讨论和会诊后，院方为她做了体外循环下心肌桥
切开松解手术联合冠状动脉搭桥手术。手术非常成功，术中吴
女士出血仅 300 毫升。

该院心脏大血管外科主任王平善介绍，冠脉及其主要分支
位于心脏表面外膜脂肪垫里，在冠脉发育过程中，某个节段走
错了路，行进于室壁心肌纤维之中。若将这段迷失的血管比作
河道，那么覆盖血管表面的这一束心肌纤维就形似一座桥，医
学上叫心肌桥，心肌内穿行的血管则称为壁冠脉。当心脏收缩
时，心肌桥会挤压被包埋的壁冠脉，导致血流受阻，造成心肌
供血不足。采用心肌桥切开松解手术联合冠状动脉搭桥手术的
难度大、风险大、时间长，不仅要娴熟完成冠状动脉搭桥手
术，更重要的是手术时需要准确定位切除压迫在壁冠状动脉上
的心肌桥（心肌松解术）；肌桥松解的难点则是既要充分切开
压迫冠脉血管的心肌，又要避免损伤冠状动脉及切入过深进入
心室腔。

本报讯（记者桂晨）近日，尽管天气寒冷，但龙船坪小区
内欢声笑语，暖意融融。在龙船坪社区的帮助下，小区居民自
发组织“同舟共济 60 载，民族团结一家亲”主题活动，在庆
祝自治区成立 60 周年的同时，也为小区环境提升改善感到由
衷的高兴。

“我们要比勤劳、比勇敢、比团结、比奋进，互敬互让，
一起来建设我们更美的家园。”居民周定华的发言道出了大家
的心声。活动当天上午，小区居民们在猜字谜、乒乓球接力等
游园活动和美食分享过程中，进一步激发了热爱、共建文明小
区的主人翁精神。与此同时，社区、辖区派出所等相关部门也
参与此次活动，结合小区治安管理等进行宣传教育。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该小区今年 10 月中旬经过业主投票
选举，成立业主委员会后，组织的首次集体活动。今年 8 月
下旬，龙船坪小区环境脏乱差被曝光之后，象山区强力推进小区
环卫秩序整治，小区环境发生了极大的改观。为进一步实现小区
常态化管理，小区居民在街道办、社区的帮助下积极筹措成立小
区业主委员会。为提升小区业主的凝聚力，推进小区管理群策群
力，业主们通过自发募捐组织了此次活动。

小区业委会有关负责人表示，在成立业委会一个多月时间
里，小区安装了两个大门的道闸，完善了 24 小时巡查管理机
制，小区电动自行车电瓶被盗等现象得到了有效遏制。下一
步，还将规范小区内车辆停放等，实现小区管理的长效化。

本报讯（记者陈娟）日前，雁山区柘木镇的贫困村东开
村，村民盼望多年的无线通信信号基站建成使用，这意味着雁
山区最后一个贫困村实现无线通信信号全覆盖。

“以前打电话要爬到楼顶或者到山上才能通话，现在打电
话方便很多了，上网速度也很快了，跟外面沟通也非常方
便。”东开村村民唐孝成说，发射信号塔修建完成，解决了村
民的通信难问题，也方便村民日后发展产业。

通信扶贫是实施脱贫攻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群众要求
最为迫切。今年以来，雁山区针对贫困村通信“短板”问题，
强力推进信息化扶贫工作，组织专业队伍实地勘测，选址施
工，将无线通信信号送到了每一个贫困村，架起了贫困村与外
界沟通桥梁，让贫困户享受到便捷的通信公共服务，为电子商
务进贫困农村打通了瓶颈。

本报讯（通讯员夏绍荣 伍文悄）农行资源县支行综合部
党支部近日开展固定党日活动，到梅溪镇戈洞坪村唐甫田自然
村刘修伟家帮助架设自来水管，圆了一家人的自来水梦，解决
了延续六代人的引水困难问题。

刘修伟一家是建档立卡的深度贫困户。全家共四口人，刘
修伟夫妇均已年逾 70 ，儿子也年满 50 ，长期慢性病，无劳
动能力。孙子 26 岁，智障、残疾，生活不能自理。刘修伟居
住的上隘头水地理位置极为偏僻，虽四周不缺水源，但地势险
峻，引用非常困难，给本以困难重重的家庭生活增加了劳动负
担。在得知这一情况后，农行资源县支行筹集资金 6000 元购
买了 1000 米的水管送到刘修伟家，还利用周末休息日组织综
合部党支部全体党员同志帮助架设，把清澈的山泉水引进了刘
修伟的家。

据刘修伟介绍，从其曾祖父解放前为躲避抓兵搬迁到上隘
头水居住开始，到其孙辈已是第六代，受家庭条件和地理条件
的限制，祖祖辈辈望着不远处的山泉水，却只能冒险挑水或饮
用通过小水渠引到房屋附近但又被牲畜家禽弄脏了的水度日。
祖孙几代人也曾竭尽全力多次用竹子架设过自来水，但因引过
来的水太少，使用不方便，同时用竹子架起来的管道也经不起风
吹雨打雪冻，经常断水。以前年轻力壮时维修起来还比较容易，
现在自己年老体衰，无能为力了，儿子又不能从事体力劳动，仅
饮水的事就给生活造成极大不便。现在农业银行的同志不仅帮
买水管送到家，还帮架设好，解决了一家人饮水的大题难。

大医院真心帮扶 卫生院积极创新

龙胜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逐渐提高

桂林经开区罗汉果小镇获评国家AAA 级景区

本报讯（记者韦莎妮娜 通讯员李纯
洁）“这两年村里几乎没有发生偷盗事件，
有‘天网工程’守护着我们，心里好有安全
感。”近日，随着崔家乡“天网工程”三期
建设完工并投入使用，崔家乡下辖的 92 个
自然村实现了“无死角”、“全覆盖”监
控。尝到甜头的三义村村民李翠荣，由衷地
称赞了起来。

“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崔家乡
在推进“平安乡镇”建设进程中始终秉承
“防患于未然”的理念，将社会治安问题和
矛盾纠纷控制在萌芽状态。近年来，该乡按
照“打基础，争一流，保平安”的工作思
路，在辖区重点区域安装视频监控装置，全
力打造立体安全防范体系。从 2016 年以
来，相继投入 50 多万元建设“天网工

程”。工程分三期进行，第一期安装了
75 个视频监控装置，覆盖辖区内各村以
及道路的重要路口、人员密集区和沿街商
铺等重点区域。今年开展的三期建设，新
增了 34 个视频监控装置，目前已经全部
安装完成并投入使用。利用“天网工
程”，该乡派出所工作人员足不出户就能
对全乡进行全方位实时监控，为办案时及

时调取有力证据、拿到“第一手资料”提
供了便利，大大缩短了破案时间。同时，
对打击犯罪也起到了很好的震慑作用。

据悉，今年，该乡通过“天网工程”
破案 15 起，同类案件发生率同比下降了
34% 。扭转了单靠人巡人防的原始治安
管控局面，村民们的安全感和满意度节节
提升。

兴安崔家乡：50 余万打造“天网工程”

92 个自然村平平安安

桂医附院完成首例

心肌桥切开松解术

联合冠状动脉搭桥术

雁山区最后一个贫困村

实现通信信号全覆盖

农行资源支行解决一深度

贫困户六代饮水难题

谋划小区长效管理

龙船坪小区

举办首次业主集体活动

▲近日，农行叠彩支行扶贫助学工作小组辗转来到龙胜
各族自治县江柳小学开展扶贫助学活动，为孩子们送去爱心
书包、文具、体育用品以及爱心图书，为特困学生提供助学
金，并捐助 3000 元活动资金用于改善江柳小学教学设施。

江柳小学位于龙胜各族自治县龙脊镇江柳村，为红瑶聚居
地，学校仅有教师 1 人，学生 19 人。校区环境简陋，设施
落后。农行叠彩支行已连续三年在该校开展精准帮扶工作，
受到当地村干部、老师及同学们的热烈欢迎。

通讯员伍文悄 摄

▲日前，恭城瑶族自治县举办以“趣运动、品美食、赏美景、健身心、庆丰收、
增收入”为主题的水果体育嘉年华暨特色美食运动会，来自该县 9 个乡镇的瑶族群
众在挑月柿、刨月柿、抛绣球、绑腿运动等趣味体育竞技中欢庆丰收。

图为瑶族群众在参加挑月柿比赛。

通讯员王滋创 刘先春 摄

趣味竞技庆丰收

农行叠彩支行开展扶贫助学活动

▲为了展现学校师生良好的精神面貌，增进学生
与家长之间的情感交流，龙胜各族自治县幼儿园近日
开展了大象拔河、袋鼠接力、搭桥过河、竹竿舞等多
个节目的亲子趣味活动。图为该县幼儿园的家长正在
参加大象拔河竞赛。

通讯员王永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