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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王文胜

通讯员聂三毛 实习生滕飞悦

每一天，叠彩区环卫站 53 岁的环卫工
人李双尝，都会驾驶三轮车穿梭在大街小
巷，开展保洁工作。从事环卫工作，他已干
了 20 年，他那双黝黑粗糙的手，见证了
7000 余个日夜的坚守，几乎没有一天歇下
来。

李双尝是一名共产党员， 1998 年进入
叠彩区环卫站工作， 20 年里先后获得 19
次“先进个人”荣誉， 2015 年还获得桂林
市劳动模范荣誉称号。在站里，李双尝任班
长，大家都喊他“救火班长”，因为辖区哪
里有紧急工作任务，领导一个电话，李双尝
肯定马上赶到。

2016 年，叠彩区建了芦笛夜市城，因
为工作量大，一些同事不愿意负责该区域保
洁工作，站领导马上想到李双尝。于是，李
双尝每天在完成自己负责区域的保洁工作
后，又赶到夜市城清运垃圾，并坚持了 3
年。

在桂林“创城”活动中，街道的环境卫
生每天都需要复检，发现问题必须马上解
决，这又常常成了李双尝的“份内事”，站
里的领导和同事从没听到他的抱怨。

前两年，负责辖区林业局职工宿舍保洁
的环卫工因故辞工不干了，环卫站一时找不
到人顶替，只得派“救火班长”李双尝去顶

班。半年后，李双尝不再负责该职工宿舍
保洁。但不久，宿舍的居民代表给环卫站
领导打电话，要求李双尝仍回来服务：

“李双尝工作认真负责，垃圾中存在砖
头、旧沙发，有的环卫工讲这些属于建筑
垃圾，要另收费，不然就不收走。但李师
傅不仅收，从不提另收费，而且还常将垃
圾桶旁散落的垃圾清扫收走！”

环卫站最头痛收垃圾费，这涉及到环
卫工的福利、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每年，
很多环卫工人为收费反复上门仍难完成。
但李双尝总是该站第一个完成收齐费用的
任务，这得益于他的服务质量和工作责任
担当，以及居民对他的信赖。

工作这 20 年，李双尝只休息了两
次，共计 6 天： 2007 年，儿子结婚，他
休息了 3 天； 2008 年，李双尝购买了新
房，休息了 3 天。也就是说，无论节假
日，他都没有歇过一天。李双尝介绍，自
己是临桂区四塘镇人，妻子是同乡，有一
双儿女，妻子比他早一年进叠彩环卫站。
“是老婆带我当环卫工的，虽然她现在已
退休，但还是理解支持我！”李双尝说。

展望新的一年，李双尝表示：“因为
我歇不下来，习惯了开着三轮车上街干
活，想通过自己踏实的工作，得到更多居
民对自己的认可、对环卫工人的理解和信
任，心里才有满足感，因此，我打算干到
退休。”

□本报记者景碧锋 通讯员于善英

蛇房里又黑又潮，棉被下全

是四处交错的一条条蛇

日前，记者在临桂区南边的六塘镇羊田
村采访，听说村民邓财养近年来依靠养蛇走
出了一条致富的路子。于是，记者和六塘镇
政府的工作人员小于一起，到邓财养养蛇的
场房一探究竟。

养蛇场是一处大门紧闭的铁棚厂，一位
身材壮实的中年男子开门走了出来，在他身
后，几只狗闻声对着我们两个陌生人狂吠
起来。这名男子就是养蛇人邓财养。

跟着邓财养走进养蛇场，我们便
闻到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腥臭味。邓财
养解释说这是蛇本身及其粪便产生的
味道，自己已经习惯了。

邓财养带记者走到了两列低矮的
房子外面，里面就是他饲养蛇的地
方。邓财养头上戴起一盏矿灯，说蛇
房里面又黑又潮湿，这样方便照明。

人们对蛇大多是害怕的，所以在
邓财养提出要带记者去看看蛇时，大家
都提议远远地看一眼就行了。

邓财养看出了我们的畏怯，便安慰我们
说里面养殖的是无毒的滑鼠蛇，也就是通常
我们所说的水绿蛇。特别是现在天气很冷，
蛇相对都比较温顺，没有问题的。

跟着邓财养在穿过了两扇门之后，我们
来到了一个小房间，阴暗的房间里铺着一床
厚厚的棉被。邓财养掀开被子的一角，只见
下面全是相互交缠的一条条蛇，看得记者毛
骨悚然。然而邓财养徒手抓住一条蛇向记者
展示，脸上丝毫不见畏惧之色。

邓财养说刚开始他也和平常人一样惧怕
蛇，在蛇房外面的时候，人是好好的；一到
蛇房里面，头上手心全是汗。可没有办法，
要吃这口饭，就必须克服困难，往前走。

看完蛇后，关紧蛇房的门，我们回到铁
棚厂的院落里。记者看到邓财养的妻子在忙
碌着，她的旁边放着两个桶，桶里都装着死
掉的小鸡仔。只见她从一个桶里拿起小鸡

仔，麻利地用剪刀将其三两下剪成小块，再
丢进另外一个桶。邓财养说，这便是每天要
喂给蛇吃的食物，这些小鸡仔是从附近的养
殖场买回来的。

蛇不愁卖，养蛇是一条不错

的致富路子

在人们的印象中，养蛇是一个危险又有
挑战性的行当。邓财养为什么会养起蛇来？
他难道不害怕么？他向我们讲述了自己走上
养蛇路的始末———

2012 年前，邓财养在桂林一家酒楼做
厨师长，收入很是不错。那时，他的堂弟想

创业做点事，邓财养经过再三考虑，帮堂
弟选择了养蛇，认为养蛇不愁销路，售价
也不错。

邓财养把堂弟送到南宁吴圩一带的养
蛇场去学习了半个月，每天的学习费用要
400 元。

可不曾想，当养蛇场的场房盖到一半
的时候，堂弟打退堂鼓说不干了。钱已经
投下去了，摊子已经铺开，没有办法，邓
财养只得回到羊田村自己干。

2012 年，邓财养第一次购买了 8 万元
的蛇来饲养，但是由于不熟悉蛇的习性，再
加上养殖方法不当、没有技术支持，第一批
蛇死得只剩下一条，血本无归。

第一次养蛇失败让邓财养明白，光靠
自己摸索是不够的。他便开始向桂林本地
养蛇人学习，去外地“取经”，学习养蛇
的相关技术。

经过长期摸索，邓财养慢慢掌握了养
蛇的门道。如今谈起养蛇，邓财养可谓信

手拈来，侃侃而谈。他说，通过看蛇蜕的
皮的完整状况与粪便的气味，便能准确判
断出蛇的健康状况。蛇是一种极不好养的
动物，稍不注意便会感冒，严重的会得肺
炎，因此邓财养严格按照养蛇的标准，悉
心照料。

这两年来，邓财养的养蛇规模逐渐扩
大。目前，邓财养拥有两个养蛇基地，产
出的蛇和蛇蛋主要销往广东佛山等地。他
每年养殖的蛇达到 3000 条，产出的蛇肉
达到 4000 斤，蛇蛋 5000 个，销售金额
超过 50 万元。在邓财养看来，养蛇是一
条不错的致富路子。蛇不愁卖，在桂林都
能卖到每公斤 200 多元。

看到邓财养养蛇效益好后，周边永
福、龙胜等地有七八户人家也跟着他养起
蛇来。

邓财养还通过桂林市林业局等部门牵
线，联络上桂林周边 80 多户养蛇人，建立
了线上交流群，大家不定期进行各种交流。

本报讯（通讯员毛雪梅 陆艳梅）为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
和战斗力，提高支部党员干警的党性修养，近日，市中级人民
法院民一庭党支部赴灌阳县红色教育基地，开展以“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为主题的支部活动。党员干警们先后参观了新圩
狙击战陈列馆、酒海井红军烈士纪念园，并重走长征路，重温
入党誓词，接受了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

通过聆听讲解员的讲解、观看现场陈列的红军旧物和展
出的图片文字，党员干警们对中国工农红军 3 次经过灌阳
的历史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对 6000 多名红军战士以生命
为代价为中央红军主力强渡湘江赢得宝贵时间的壮举有了更
深刻的感触。大家纷纷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要秉承革命先
烈的遗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立
足本职岗位，勇于担当，乐于奉献，积极发挥共产党员的先
锋模范作用，在民事审判工作中争先创优。

干了 20 年环卫工的李双尝：希望得到更多认可和理解

市中院到“红色基地”

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本报讯(记者刘倩 通讯员戴端辉)2 月 20 日，又到新
学期开学季，舒适整洁的校园周边环境是城管部门带给学校
师生最好的新年礼物。近日，市城管支队早谋划、早部署，
持续推进学校校园及周边市容专项治理行动，全力维护我市
校园及周边的洁净、顺畅与安全。

连日来，市城管支队各直属大队联合六区一县（象山、
秀峰、叠彩、七星、雁山、临桂和灵川）城管大队，分别对
市区 59 所中小学校校园及周边开展联勤联防，重点治理非
法占道经营、超门槛经营和流动经营商贩，同时配合公安交
警部门清理整治影响师生通行的车辆乱停乱放行为，并督促
物业保洁公司加强对校园周边的日常卫生保洁，为师生持续
营造舒适、安全的教学环境。

一些经营小饮食的摊贩瞄准校园周边的商机，趁每天上
下学之际聚集在校园附近非法占道经营牟利。城管部门严管
严治，坚决取缔这类影响孩子健康的小饮食摊点，主动联系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重拳打击。

校园周边车辆乱停乱放阻塞交通现象频现，容易给出入
校园的师生带来交通安全隐患。市城管部门根据早、中、晚
上下学时间节点，每天安排专人加强巡查执法，及时提示接
送孩子的家长自觉维护校园周边通行秩序，不乱停乱放车
辆，确保校园及周边环境卫生良好、通行秩序井然。

城管部门保障

新学期校园周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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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我有一个小心愿

本报讯(记者蒋伟华 通讯员莫文娟)为激励村里的青少
年奋发进取，学有所成，每年春节，平乐县桥亭乡玄坛村都
会给村里的优秀学子发放奖学金， 10 多年来已累计发放奖
学金 10 多万元，全村考取高等院校的孩子持续增加，营造
了良好的学习氛围。

玄坛村自 2008 年开始探索实行这一激励助学机制，
10 多年来，玄坛村越来越多的孩子考上了重点中学和重点
大学。这一激励助学机制实行以前，玄坛村考上大学的人
寥寥无几，就连上重点高中的学生也为数不多。玄坛村群
众针对这一现状，自发探索出这一激励机制，利用自然村
集体经济部分资金对年度本村小学至考取大学阶段取得优
异成绩的学生颁发奖金进行奖励，不同阶段实行不同的激
励办法：小学阶段的学生，按照成绩及获取奖项奖励
100 — 200 元/人，初中阶段为 200 元/人，高中阶段为
200 — 400 元/人，考取县级重点中学的奖励 600 元/人，
考取市级重点中学的奖励 1000 元/人，考取一本高等院校
的奖励 2000 元/人，考取二本高等院校的奖励 1000 元/
人。自激励助学机制实行以来，群众均大力支持，还为此
踊跃地建言献策。

据悉，玄坛村今年奖励学生 24 名，助学奖金发放共计
11700 元，获奖学生纷纷表示要更加发奋学习，以更优异的
成绩回报父老乡亲的厚爱和支持。据统计， 2008 年至今，
玄坛村激励学习成绩优异学生累计近 190 人次，发放激励
助学奖金 10 余万元， 28 人考取了重点本科等高等院校。
同时，玄坛村还将教育扶智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举
措，对贫困学生给予关爱和激励，多年来，共帮扶贫困学生
30 余人次。

平乐玄坛村：11 年奖励

村里学子 10 余万元

本报讯（通讯员张超群 黄家诚）“这
个鱼吃得贵了，花了上千元的医疗费，今后
吃东西可得小心！”近日，因为鱼刺卡喉咙
而住院诊治的李先生，谈起自己的经历还心
有余悸。

2 月 13 日晚 9 点多，家住桂林市的李
先生在与朋友聚餐吃鱼时，不小心将鱼刺吞
入喉咙，随后出现咽喉疼痛、吞咽不适，于
是赶到南溪山医院急诊科就诊。经医生食道

CT 检查，发现鱼刺已进入食道，无法直接
取出，需住院手术。

当晚 10 点多，医生为李先生行食道镜
镜检术，未见异物滞留食道。医生分析，鱼
刺经食道已经进入胃内，可通过大便排出体
外。李先生的食道异物危险解除，出院后注
意观察食道的情况即可。第二天早上，恢复
正常的李先生出院回家。

虽然不用动手术了，但李先生这次吃鱼

让他付出了不小的代价，经历门诊检查、
住院、全麻食道镜镜检术及术后观察等，
花费了上千元的医疗费用。

春节前后，该医院收治了多例鱼刺卡
喉和食道异物的患者。就在 13 日晚上，
还有一位 7 岁的小男孩误吞下一块鸡骨
头，医生也是通过食道镜镜检将鸡骨头取
出的。还有年轻人在 KTV 里边唱边吃东
西，还一边打闹造成食物卡喉。为此，医

生提醒，大家吃东西的时候要“专心”，
不要狼吞虎咽，特别是吃鱼、鸡等食物
时，要细心挑去骨头。一旦异物卡在食道
里，千万不要采取喝醋、吞米饭、催吐、
蹦跳等“土办法”来解决，这样做不仅不
能把异物咽下，反而会让异物陷得更深，
增大取出难度。如果异物停留时间过长，
或穿透食管壁，会引发继发感染，甚至会
穿破大血管，严重的可危及生命。食道异
物处理的正确方法一是立即停止进食进
水，避免由于食团的冲击导致异物刺入加
深，或对食道及其邻近的心脏、纵膈等组
织和器官造成损伤，使得简单的问题变得
复杂。二是应迅速前往离家最近的综合医
院就诊、处理，处理及时会减少食管穿孔
的可能性，也会尽快解决食管异物给我们
带来的不适。

一根鱼刺花了上千元医疗费

这个鱼吃得贵了

▲ 20 年都歇不下来的李双尝。 记者王文胜 摄

邓财养手拿水绿蛇展
示给记者看，一脸镇定毫无
惧色。

记者景碧锋 摄

邓财养在蛇房里，棉
被下面全是蛇。

记者景碧锋 摄

新春走基层

（上接第一版）就如何抓好今年重大项目建设，秦春成
要求，要在项目谋划上有新突破。紧紧围绕“ 1+2 ”国家
战略、红色资源保护和利用、漓江生态保护和修复、工业振
兴、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谋划项目，策划包装一批符合上级
要求的大项目、好项目；要在推动发展上有新突破。突出抓
好产业类项目尤其是工业项目建设，加快发展物流产业，通
过项目建设来推进资源整合，形成集聚效应、规模效益；要
在项目服务上有新突破。加强协调对接，着力优化营商环
境，形成项目推进合力，通过项目建设锻炼干部；要在展示
桂林形象上有新突破。以自治区项目建设现场观摩会为契
机，充分展现桂林项目带动、融合发展、多点突破、全面振
兴的工作思路、措施、效果。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晓武通报 2018 年我市重大项
目建设情况，提出今年重大项目工作建议。会议审议了
2019 年市领导跟踪服务推进的重中之重和重大项目，研究
今年 4 月和 7 月自治区项目建设现场观摩推进会在我市的
观摩路线和项目。

市领导徐锋、王德明、石春莲、赵德明、何运保、陈荣
茂、樊新鸿、彭代元、兰燕、谢灵忠、黄加才、雷声、邹长
新、汤桂荔、肖立华、郑毅、钟麟、区捷、蒋昌桂，市人大
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秘书长，市委、市政府相关副秘书
长，各县（市、区）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同志，项目建设相
关单位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