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新闻 2019 年 5 月 17 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潘利珍 责任校对 蒙祥吉 5

□本报记者韦莎妮娜

通讯员秦紫霞 陈国津 文/摄

“妈妈你看，有海洋球！还有小木马！” 5 月
15 日上午 8 点 10 分，在桂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手
术室门口，正在准备手术的 4 岁宝宝小文被眼前的
一幕吸引：贴满漂亮卡通的墙面、柔软的地垫、海洋
球、小木马，还有专门的护理人员陪同。在医院新成
立的儿童手术室等候区里，小文和妈妈度过了快乐的
等待时间。 8 点 30 分，麻醉师、手术医生、护士一
起来到儿童手术等候区，将小文顺利带进手术室……

“没想到手术室前有个这么温馨的小天地。孩
子做手术我是很紧张的，一路过来的时候孩子还哭
了，但看到这些小玩具他马上就不哭了，陪着他玩
了一会，我的焦虑情绪也化解了。”小文的妈妈唐女
士说道。

今年 5 月开始，桂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手术
室儿童手术等候区正式对患者开放。据了解，这是我
市首家手术室里设立儿童手术等候区的医院。在这个
20 多平方米的小天地里，孩子们能在玩具、图书和
父母的陪伴中安心享受手术前的等待时光。

据了解，在手术室门口，几乎每天都上演着父母
与孩子的苦情戏：面对即将到来的手术，孩子们害怕
又无助，“撕心裂肺”的哭闹声常常充斥着整个手术
室等候区，家长们只能在一旁焦虑劝慰……这样的景
象深深触动着手术室医护人员的心。“我们之中很多
人也是为人父母，特别能理解。害怕手术是人之常
情，更何况小孩子呢。很多孩子穿着单薄，加上害怕
很容易发生哭闹躁动等情绪，过多的哭闹会导致分泌
物增多，衣着单薄引起受凉，进而影响麻醉、手术效
果及判断。”手术室护士长曾洪华说。

为能减轻患儿进入手术室的恐惧感，在改善医疗
服务行动的推动下，手术室护理人员集思广益，充分
利用起原来有限的区域，重新布局，创造了一个温馨
的儿童手术等候区。在儿童手术等候区里，有家属陪
伴座椅，原本的白色墙体上贴了各种可爱的卡通墙
纸，地上摆放海洋球、小木马等玩具，还有一位护士
“妈妈”在此等候陪伴。家长和孩子们等候结束，护
理人员会对等候区进行严格消毒，确保安全。

儿童手术等候区自开放以来，已经为 40 余名儿
童患者提供服务，获得患者和家属的好评和点赞，进
一步拉近了医患之间的距离，患者及其家属对医护人
员信任感大大增加。“孩子看到海洋球、漂亮的卡通

画以后就不哭了。我们
可以陪着孩子在等
候区里玩,还有护
士陪着我们说
话，觉得特别
安心。”家
长郑女士说
道。

手术室
开辟儿童术
前 等 候 区 是
桂林医学院第
二附属医院开展
优质护理服务的一
个缩影。据了解，为
了进一步落实“新一轮改
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传承“三全”意识，将
“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落实到临床护理工作中，
桂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开展了一系列的优质护理
服务，把人文关怀贯穿到医疗服务的每个细节中，
打造有温度、有感情的温馨护理工作，不断满足人
民群众医疗服务新需求。

用人文关怀的阳光温暖生命

我市首家儿童手术等候区在桂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悄然开放

护理人员陪伴孩子一起等候手术

儿童手术等候区充满各
种温馨的小玩具和卡通

本报讯（记者陈娟 通讯员唐雅岚）“今
天你学习强国了吗？”这似乎成了桂林师专广
大党员师生当下最流行的一句问候语。

自“学习强国”平台在桂林师专推开以
来，平台丰富的学习内容和多样的学习方式
迅速在党员师生中掀起了一股“比学赶超”
的掌上学习热潮。在校车往返途中、午间休
息等碎片化时间里，大家从原来的刷抖音、
聊微信变成了上“学习强国”平台阅读、评
论、做题。日常闲聊的内容，也经常围绕

“学习强国”展开，如专题考试又出了新题
目、今天又在平台上学到了一个冷知识……
校园的石凳上、草坪上捧着手机看《新闻联
播》的学生也多了起来。大家逐渐从“让我
学”转变为“我要学”，每天点开“学习强
国”学习俨然成了一种习惯。刚刚过去的

“五一”小长假，学校的日均参与度也保
持在 90% 以上。

随着学习的深入，师生们不再局限于
了解每日的时事新闻，“学习强国”其他
的学习宝藏也逐渐被大家挖掘出来，党
史、文化、文艺、科学、自然、法治、军

事……各类课程应有尽有，学习资源丰富
多样，满足了广大党员师生不同的兴趣爱
好和学习需求，是大家工作中补短板、强
能力的“加油站”，也是生活上长知识、
增本领的“好帮手”。

几个月的时间里，“学习强国”潜移
默化地影响着学校广大党员师生的生活方
式。大家从中汲取丰富的精神养分，以涓
涓细流汇聚起建设壮美广西、共圆复兴梦
想的磅礴力量。

□通讯员 胡桂萍

秦世冬，一位来自瑶乡的“90 后”小伙，
2016 年从高校毕业后，怀着建设家乡的初
心，毅然回到了广西。2018 年 3 月初，经自
治区卫生计生委推荐赴龙胜各族自治县泗水
乡泗水村任党组织第一书记，加入扶贫大军。
驻村以来，他脚踏实地，立足岗位，采用“后援
单位+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因地制宜创
新性发展稻鱼综合种养，百香果种植等产业
项目，带领全村村民找准脱贫致富的路子，同
时充分发挥后援单位的优势，在健康扶贫上
下硬功夫，逐步形成了脱贫攻坚的泗水模式，
收获了群众的真心，与群众结下亲人之缘。

下马看花，了解村情民意

秦世冬来到泗水村，深知“没有调查就
没有发言权”这一道理，驻村以后便积极向
乡干部请教，向村干部学习，实地走访了全
村 20 个屯，利用填写帮扶手册、产业验
收、控辍保学等时机入户了解全村 128 户
贫困户情况。现在，他与村干部是同事也是
朋友，他也成了村里的常住居民。根据自己
掌握的情况，秦世冬积极联系泗水村各后援
单位帮扶联系人，共在泗水村举办了 5 场
精准帮扶“三方”见面会，与帮扶联系人和

贫困户坐下来研讨脱贫计划，帮助协商解决
贫困户在产业发展方面遇到的困难。

因地制宜，探索产业发展

为了进一步拓宽产业发展思路，经过前
期调查，秦世冬发现群众对养殖禾花鱼的热
情较高，村里大面积的梯田也适合发展稻鱼
综合种养。另一方面，泗水村距县城 12 公
里，处在龙胜旅游热线上，在发展乡村旅游方
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稻鱼综合种养项目正
好可以协同梯田观光旅游、农家乐发展。
2018 年 3 月 25 日，在秦世冬的组织下，包
括乡干部、致富能手、种植户在内的 40 余人
赴三江侗族自治县开展稻鱼生态综合种养技
术考察学习。通过参观学习，调动了村民发展
特色产业的热情，最终确定了以泗水村小岩
苗寨悯农村民合作社为依托，打造泗水村稻
鱼综合种养示范点，以点带面，带动泗水村产
业转型，助力脱贫攻坚的产业发展计划。

确定计划之后，秦世冬积极向后援单位
自治区卫计委争取，成功对接自治区海洋和
渔业厅向泗水村捐赠 70 亩鱼苗用于示范点
的打造。 2018 年 5 月 8 日，经多方联系，

他邀请了三江县水产畜牧局的专家到泗水
村对示范点就鱼坑建设、沟坑消毒、鱼苗
投放等技术难题进行现场指导，树立了村
民发展稻鱼综合种养的信心。同时，秦世
冬又向后援单位争取资金从三江购买了
33 亩禾花鱼苗，分发给其他有意愿发展
禾花鱼养殖的农户。

另一方面，秦世冬积极做好泗水村多
个项目的资金落实，为泗水村产业发展寻
找不同出路。帮扶泗水村冠龙合作社 2
万元用于泗水村百香果种植基地发展，帮
扶白石组 1 . 8 万元用于旅游观光凉亭建
设。驻村以后，他与村委干部、致富带头
人深入交流，实地调研了淡水鱼养殖、中
草药绞股蓝种植、农产品加工等项目，不
断为泗水村产业发展谋出路。

发挥优势，推动健康脱贫

泗水村因病致贫 31 户 118 人，主要
病种有脑血管疾病、心脑病、类风湿病、
糖尿病、精神病、甲亢、鼻咽癌、宫颈
癌、结直肠癌等。驻村以后，秦世冬围绕
健康扶贫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

泗水村后援单位多为自治区卫计委直属的
医院，秦世冬积极联系，由后援单位自治
区江滨医院组成 20 人的专家团队来到泗
水乡卫生院举办了义诊和免费赠药活动，
进行健康宣教，获得了村民的称赞和好
评。 2018 年 5 月 24 日，秦世冬联系后
援单位自治区卫计委帮扶联系人来到泗水
小学，举办了“关爱儿童成长，青春助力
扶贫”的主题实践活动，给孩子们送去篮
球、乒乓球拍、羽毛球拍等体育用品和牛
奶、蛋糕等食物，现场为他们进行体检，
鼓励他们多运动，养成健康生活习惯。泗
水村达岸组贫困户粟某某的女儿因受刺激
患上精神病，整天被关在房间里不能出
门，送到自治区脑科医院免费治疗后康复
回家，秦世冬联系后援单位帮扶联系人到
她家里查看身份恢复情况并赠送药品。泗
水乡龙甸村村民蒙某某与老母亲相依为
命，今年蒙某某精神病发作，急需治疗。
在了解这一情况后，秦世冬马上联系自治
区脑科医院，为其安排免费治疗。

在秦世冬和村两委班子成员的积极带
领下，村民发展产业热情高涨，经济有了
稳定来源，健康扶贫有了保障，内生动力
大幅提升， 2018 年人均收入稳定超过
4000 元，泗水村顺利实现脱贫摘帽目
标，村民们把这位带领他们脱贫致富的年
轻书记当成了自己的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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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后”第一书记的扶贫成长路
——— 记龙胜各族自治县泗水乡泗水村第一书记秦世冬

▲连日来，龙胜各族自治县组织技术专家、先进模范、党员骨干、产业带
头人深入村屯举办“科普服务乡村振兴助力精准扶贫工程”培训班，将新理
念、新模式、新技术带到基层，带动群众脱贫致富，加快乡村振兴步伐。图为
该县的农业技术专家正在传授百香果种植技术。

通讯员王永飞 摄

▲ 5 月 14 日，桂林电子科技大学青年志愿者来到灵田镇力水村，与村委干部
一道，将募集到的 1000 多件“爱心衣”发放到贫困户手中。

此次捐赠活动是桂林电子科技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发起的，短短一个星期就募
集到各类衣服 1100 件，以及围巾帽子箱包一批，未发放完的衣服将通过其他村委
陆续发放到贫困户手中。 通讯员郑素萍 摄

用“学习强国”激发学习力量

桂林师专：“学习强国”学习成为党员师生日常习惯

本报讯（记者刘倩 通讯员石增荣 秦月明）按照市委、
市政府关于西二环路违建治理工作的要求和部署， 5 月 16
日，市城管支队配合灵川县住建局、定江镇政府，对西二环路
（灵川段）沿线 3380 平方米违建进行拆除。

为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管理，全面遏制违法建设行为，市
两违办、市城管支队与灵川、叠彩、秀峰、临桂相关部门展开
前期摸底工作，对违建进行调查统计。其中，在西二环路（灵
川段）沿线定江镇庄上村的金泉桂北停车场，有两个钢架棚用
于车辆停放。而在停车场内部，也有两个钢架结构的房子出租
给他人用于汽车维修之用。这几个钢架棚建于去年年底，并无
相关建设审批手续，属于违法建筑，建筑面积共计 3380 平方
米。城管执法人员对其进行了依法拆除。

市城管支队负责人表示，西二环路（灵川段）的违建拆
除，掀起了西二环路沿线违建整治工作的序幕。接下来，市两
违办、市城管支队将继续加大对西二环路两侧违建拆除的督导
和配合工作，计划用两到三个月完成西二环路沿线违建整治，
严格落实市委、市政府对“两违”治理工作的指示和要求。

我市开展西二环路沿线

违建综合整治

本报讯（记者徐莹波 通讯员毛桂翔）日前，桂林出入境
边检站组织全站民警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公
安工作会议的重要讲话精神。该站要求，全站民警要坚持政治
建警、改革强警、科技兴警、从严治警，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
的新时代职责使命，不断改进完善边检工作，共建共享更高水
平的平安桂林，为维护桂林国际口岸安全稳定作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推动新时代公安事业创新发
展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公安事业发展的重要指针。”桂林出入
境边检站相关负责人表示，该站全体民警将努力把总书记的重
要指示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毫不动摇地坚持政治建警方针，
铸牢对党忠诚的政治灵魂，确保出入境边检工作始终坚定正确
政治方向，坚定不移地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警之路，
奋力开创桂林出入境边检工作新局面。

桂林出入境边检站深入学习

贯彻全国公安工作会议精神

本报讯（通讯员伍文悄 白惠珍）在农行桂林分行的悉心
指导下，农行龙胜支行党委切实强化脱贫攻坚主体责任，成立
了专门的扶贫工作领导小组、扶贫开发金融部、扶贫工作团
队，有效推进金融扶贫工作。 2015 年以来，该行累计发放各
项贷款 12 . 76 亿元，带动、服务贫困人口达 7000 多人，有力
地支持了龙胜各族自治县的经济发展和脱贫攻坚。

积极发挥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优势，实施产业扶贫带动，紧
密对接龙胜各族自治县“十三五”规划和脱贫攻坚需要，农行
龙胜支行以重点企业、重大项目贷款为抓手，实施扶贫带动；
同时，以农户贷款为载体，支持农户脱贫致富。 2015 年以
来，该行择优支持产业有支撑、脱贫有意愿和扶贫有带动的农
户开展金融精准扶贫，涉及旅游、农家乐经营以及油茶、罗汉
果种植等产业，受益农户达 432 户，带动贫困人口 1000 多
人。该行还以渠道建设为依托，提升金融服务能力。近年来，
该行共在县内布放机具 184 台，其中乡下 POS 机具 52 台、
惠农通服务点 35 个，打通了农村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
里”。另外，该行还以结对帮扶的形式结对帮扶贫困户 12
户，安排驻村专职人员指导农户熟悉政策、发展产业，为农户
办实事、助脱贫，并累计投入价值逾 10 万元物资。农行龙胜
支行先后荣获“ 2014-2015 年度中国农业银行三农业务先进
集体”、“ 2016 年广西分行金融扶贫特别贡献奖”等荣誉。

农行桂林分行：

金融助力龙胜脱贫攻坚

■榕城短波

本报讯 记者从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获悉，该院于日前正
式获得自治区临床检验中心发放的“关于开展胎儿染色体非整
倍体（T21，T18 和 T13）高通量测序检测”的合格证书，该院也
是我市首家获评这一资质的医疗机构。据悉，无创产前检测技术
仅需采集孕妇静脉血，利用新一代测序技术和生物信息学方法，
分析孕妇血液中含有的胎儿遗传信息，从而准确判断出胎儿是
否患有唐氏综合征等染色体疾病，较传统的血清学筛查法更准
确，同时不会出现流产、感染、羊水栓塞等传统有创产前诊断技
术的风险，具有精准、安全、快速的特点。

（记者徐莹波 通讯员刘燕）

桂医附院获评我市首家开展无创产前检测医疗机构

灵川县：千余件“爱心衣”发放到贫困户手中科普服务乡村振兴助力精准扶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