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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苑 通讯员廖国梁)7 月 9 日上午，桂林
市人民医院心脏中心在试运行两个多月后正式揭牌成立。据
悉，这是广西首家心脏中心。

据介绍，心脏中心是人民医院近期全力打造的一个优质
医疗品牌。该中心引用国外先进的医学理念，将原来的血管
内科、心脏大血管外科等科室进行资源整合，实现了内外科
联合的整合式医疗模式，并实行标准化运行和管理，以最大
程度简化就医流程，不断引领区域心血管专业技术创新，为
百姓提供及时、高效的心血管诊疗服务。

该中心负责人介绍，心血管疾病是由于心脏及血管病变
而引起的一系列疾病，包括心脏病、高血压、高脂血症等，
具有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高、复发率高、并发症
多，对健康危害极为严重。因此，对于患有心血管疾病的人
群来说，规范诊疗，控制病情进展很重要。多年来，从国内
外的成功经验来看，内外科联合的心血管疾病治疗模式，对
于整合医疗资源，更大程度保障对患者的救治时间，提高患
者的诊疗质量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广西首家心脏中心

在我市揭牌成立

本报讯(记者刘倩 通讯员伍义兵 汤林)为进一步优化
道路交通环境，切实规范七星区道路、居民小区、公共场所
停车市容秩序，近日，七星城管联合交警、社区、小区物业
等部门开展非机动“僵尸车”集中清理专项行动，清理辖区
内无人认领的非机动车。

有些车辆因为长期停放无人使用维护，落满灰尘，被形
象地称为“僵尸车”。“僵尸车”随意停放在马路边、小区
内，甚至消防通道上，不仅严重影响市容，还侵占日益紧张
的公共资源，给居民生活带来极大不便。执法人员在巡查摸
排时发现，在辖区内背街小巷、公共停车场、居民住宅小
区、机关单位宿舍、商场等公共区域都存在停放废弃非机动
车的现象。

对于无人认领和未在限期内清理的“僵尸车”，七星城
管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对车辆进行清理暂扣处理。据统计，
七星城管在一机小区、鑫海国际小区、地矿院小区、邮政宿
舍小区、景韵世家小区、兰乔圣菲小区、施家园腾龙苑小
区、东江花园小区、彰泰春天小区等区域内共清理电动车、
自行车等非机动两轮“僵尸车” 126 辆。

下一步，七星城管将持续深入开展此项行动，建立长效
管理机制，对辖区居民小区、城中村、公共停车场等区域内
的“僵尸车”进行全面调查摸底，加强日常路面管理和举报
受理，发现一处，整治一处，消除辖区道路交通安全和公共
区域安全隐患，提升城市文明形象。

七星城管清走

“僵尸车”126 辆

本报讯（通讯员范玉萍）为隆重纪念中
国共产党成立 98 周年，深入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
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进一步增强党员的党
性修养和宗旨意识， 7 月 5 日，荔浦农合
行党委组织该行党员前往“抗日英雄
村”——— 双江镇小成村，开展“踏寻先辈足
迹 牢记初心使命”主题党日活动及廉政教

育活动。
当日上午，该行全体党员来到小成村

抗日英雄纪念碑前献上花篮，深切缅怀逝
去的抗战先辈，并重温入党誓词。在小成
村抗战指挥部遗址，全体党员听取了 75 年
前在小成村战场革命先辈们 7 次打退日军
进攻的英勇事迹。在抗战陈列馆中，一件
件当年抗战所用的武器、农具让大家更加

深刻了解了小成村抗日斗争的历史印记。
聆听了讲解员的介绍，党员同志们深深感
受到先辈不畏强敌包围、不畏流血牺牲，
与敌白刃相搏、毙伤敌军的一腔热血和英
雄气概。

最后，全体党员在兰花廉政教育基地党
建厅召开了党风廉政教育专题会，该行党委
副书记、行长陈祖亮以《走进新时代 展示

新担当 谋求新作为》为题给大家上了一
堂意义深刻的党课。他强调，这次活动是
一次主题集中、内容丰富的学习活动，也
是一次教育深刻、触及灵魂的精神洗礼。
大家要把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落实到全年目标任务上来，把党的
决策部署转化为推动荔浦农合行改革发展
的具体工作。

踏寻先辈足迹 牢记初心使命

荔浦农合行开展主题党日暨廉政教育活动

□本报记者汤世亮 通讯员薛烨枝

“这条路是我们村通往生产地的主
要道路，修好了它，既方便大家，也方
便了自己。”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说起自己多年义务修路的事，唐长
和觉得这是小事，不值一提。“现在我
身体还能动，路过看到了就顺手维护
下。”今年已 72 岁的唐长和两鬓斑
白，背也驼了，走路的时候上身几乎与
地面平行。但他看到这条村道上被雨水
冲刷的沟壑，总是忍不住一次次去填平
它。“这样的生产路没有专门的维护工
人，如果我们村民自己不去修，那只有
看着它越来越烂咯。”唐长和说。

时间回到 30 多年前，唐家村实行
土地承包责任制后，唐长和在村子西头
的山岭上种了 4 亩柑橘。那时，从村
西头小桥到柑橘地唯一的道路就是一条
小田埂路，因为村民放牛时经常行走，
所以当地人称为“牛路”。 1986 年，
柑橘苗不断生长，需要经常施肥，而肩
挑背扛不仅需要花时间，人也累得不
行。无奈的是，当时的“牛路”很窄，
下雨天行走都很困难，更不要说通车
了。唐长和与家人商量一番之后，决定
把村西头小桥至柑橘地一段近 3 里的
“牛路”拓宽、重修。

说起容易，做来难。那时候家里就
唐长和一个主要劳动力，又没有现代化
的工具，修路只能靠肩挑背扛，加宽路
要占用其他村民的水田。“村里的农田
大多在那边，我修这条路是方便大家的
好事。”抱着这一念头，那一年，唐长
和带着妻子，还有妻子的妹妹一起，用
了 3 个多月的时间把“牛路”靠山边
的一侧挖宽，也就是挖山，拓宽道路。
靠近水田的路段，如要拓宽道路就会影

响周边村民的水田。为此，唐长和主动
上门，向其他村民说明情况后，用自己
其他地方的水田调换修路需占用的水
田，通过这样的方式让道路得以拓宽。

最终，小小的“牛路”，在唐长和
一家人的努力下修成了能通过拖拉机的
大路。不过，唐长和并没有停歇，而是
开始了长达 30 多年的护路历程。“春
天雨水多，山边土质疏松后掉落了泥
土、石块，我去清理；路被走得多了，
有了坑洼，我就自己去河边挖土、挖沙
填补……”唐长和说，前几年，村民们
一起努力，把村西桥头往水田边的一里
多路铺上了水泥，他管护的路段就减少
了一些。不过，随着经济的发展，村里
买车的人家越来越多，而当年他修建的
这条道路已经成了进入村庄的主干道，
“车子来往多了，路就坏得快，需要修
补的次数就增多了。”这些年，唐长和
修补这一段道路的次数从每年 2 次增
加到了 4 次左右。

随着年龄增长，以及家里生活条件
的改善，唐长和原本早就可以待在家里
享清福了，修护道路的事情也早已不需
要去做，但是，“我大半辈子都在走这
条路，也花了几十年时间去修理、爱护
这条路，只要身体还行，我就想为这条
路再做点什么。”唐长和说。

唐家村村民唐新寿告诉记者，唐长
和拓宽、重修的那段路，是村民通往水
田、山岭干活的必经之路。因为这条路
并没有连接其他村庄，所以是一条“断
头路”。这些年，村里也曾向当地政府
申请把这段路完整地修缮并铺上水泥，
但是因为资金不到位，迟迟没有得以解
决。他说，未来，村民会和唐长和一起
维护此路，“让后辈铭记这段路的来
历，更铭记唐长和一家人修路、护路的
义举”。

最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 桂林人

为了大家都不再走“牛路”

唐长和：义务修路护路 30 多年

本报讯（记者刘倩 通讯员秦梓清）沙发、床垫、家
具……这些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大件物品，一旦废弃堆积
在小区内，就成了环境治理难题。日前，记者从临桂区市容
管理局了解到，临桂区环卫部门已组建了大件垃圾清运队，
专门负责沿街大件垃圾巡回收运，正式新增了大件垃圾处置
服务。大件垃圾清运队将把大件垃圾统一收集转运至临桂山
枣垃圾中转站，进行整理和拆解后再使用运输车辆转运至桂
林平山大件垃圾处理站集中处理。

“大块头”垃圾废物如何处理，成为让不少市民纠结的
烦恼。大件生活垃圾虽说不能乱扔，但许多居民并不清楚正
规的处理流程，往往随意丢弃在公共区域变成垃圾死角，而
环卫部门为了清理这些“大块头”也是伤透了脑筋。对此，
临桂区环卫部门相关负责人呼吁：“大件垃圾有了去处，可
不能再‘想丢就丢’了，居民可通过物业或社区委托临桂区
环卫站大件生活垃圾清运队处理，各小区物业、社区还要定
期对辖区的大件生活垃圾进行清查，一旦发现有居民擅自在
公共场所堆放大件垃圾超过 7 天，可通知临桂区环卫站大
件垃圾清运队进行上门收运，不能让这些‘大块头’在小区
逗留太久。此外，城区单位、学校、团体、门店的大件生活
垃圾也将参照这种处理方式进行处理。”

据悉，目前临桂区环卫部门的大件垃圾处置设施及设备
也正在积极筹备建设中，希望能彻底改变城区大件垃圾处置
现状，从源头产生到过程运输、到终端处置，实现良性循
环。

临桂区新增

大件垃圾处置服务

本报讯(记者陈静 实习生许望诗)一辆
小车在高速路上发生单方事故，驾驶员拨打
报警电话以后，高速交警、路政部门和高速
公路管理公司三方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理事
故。不到 20 分钟，事故车辆被拖移，受伤
人员被妥善处理，该路段恢复畅通……这是
7 月 9 日，记者在位于阳朔高田管理区的桂
阳高速公路“警路企”联合视频监控中心看
到的一场单方事故处理操作流程。据悉，该
视频监控中心是桂林公安交警部门首创“警
路企”联合管理新机制的一项重要成果，也
是全区首个高速公路监控中心。

当天上午，全区高速公路“警路企”现
场会在我市召开。来自自治区公安厅、自治
区交通运输厅的有关负责人，各市交警支
队、高速公路管理支队、各市高速管理部
门、区内高速公路主要运营公司及其所属各
运营分公司相关负责人等 150 余名代表，
先后参观了 G72 泉南高速永福服务区、桂
阳高速高田管理区“警路企”联合指挥中

心，观看了联合巡逻、联合整治情况，观
摩了“警路企”联合处理事故流程。

据市交警支队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
我市公安交警、高管、路政部门经过不断
摸索、实践、磨合、发展，总结出了一套
适应桂林高速公路管理实际、符合人民群
众出行需求的高速公路“警路企+”综合
管理模式。经过不断完善和发展，该模式
不仅在日常工作中破解了各自为政、管理
力量分散的老大难问题，在应对高速公路
拥堵、突发事件处置、恶劣天气保障方面
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当天下午，全区高速公路“警路企”
工作经验交流会在桂山大酒店召开。来自
桂林的“警路企”三方分别做经验发言。
“桂林模式给我们在高速公路管理方面提
供了很好的借鉴作用，值得我们好好学
习。”与会代表纷纷表示，要通过学习桂
林“警路企”联动机制的经验，提高辖区
高速公路管理效率。

全区高速公路“警路企”现场会在我市召开
桂林高速管理经验获点赞

中午时分，灵川县灵川镇灵宝村委唐家村西头的一条 2 米多宽的村道上，干完农活的村民陆续回家吃中

饭，路上不时还有几辆农用车经过。在靠近村子一头的村道旁，一位身着藏青色衣服、脚穿发白解放鞋的老

人正在用铁铲清除村道排水沟里的淤泥。这位佝偻着身子的老人叫唐长和。自从 1986 年他跟家人把这条

“牛道”修成可通农用车的生产路后，30 多年来，唐长和就一直是这条路的“守护者”。

▲唐长和在清理路边的淤泥。

记者汤世亮 摄

▲近日，恭城瑶族自治县恭城镇庄埠村荷廉专
业合作社的社员正在忙碌地采摘成熟的莲蓬。

据悉，目前莲米市价为每公斤 24 元，亩产值
可达 2400 元，荷廉专业合作社通过电商平台把莲
米、莲蓬销售到全国各地，小莲米为庄埠村创造了
大财富。 2018 年成立的荷廉专业合作社种植荷花
55 亩，合作社创新 6 ： 3 ： 1 利润分成运行模
式，即合作社占比 60% ，参股的村民占 30% ，村
集体占 10% ，这样既增加了村集体经济收入，也
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

见习记者刘健 通讯员李茂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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