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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湘江战役中，有着这么一位传奇人物。他从一个农民
当上了红军师长；他以英勇善战驰骋于战场；他怒视敌人，
亲手绞断自己的肠子英勇牺牲，这位铮铮硬汉就是在湘江战
役中牺牲的红军师长——— 陈树湘。

在 1934 年 12 月的一个晚上，这位师长的腹部不幸被子
弹打穿。昏迷中，陈树湘被国民党装进竹笼里抬着去邀功请
赏，当他醒来时，万万没有料到自己已成了敌人的俘虏。

“士可杀不可辱”。在敌军士兵短暂的休整中，陈树湘
趁敌人无暇顾及的间隙，用尽全身力气，将手从伤口伸进腹
腔，忍着剧痛，把肠子绞断，壮烈牺牲在敌人的担架上……

肝肠寸断，陈树湘以一种前无古人的方式结束了自己年
轻的生命，实现了他“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
誓言。那一年，陈树湘 29 岁。

在桂北的红土地上，饱浸了陈树湘等数万红军将士的鲜
血。他们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他
们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他们是千
千万万个陈树湘，不惜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

正是这样的理想和信念，湘江战役取得了惨烈而有着重
要战略意义的胜利，为中国革命铺垫了胜利前进的道路。

如果说医院是一个生与死较量的战场，那么急诊科就是
这个战场上最激烈的前沿阵地。作为一名急诊科的男护士，
我就是这个战场上的战士，我的初心就是：弘扬长征精神，
做健康好卫士。

“喂， 120 吗？这里发生车祸，三人重伤，急需抢
救。”“快快快，女患者大出血，紧急抢救！”“救救我的
孩子，这个孩子就是我的命啊！”……我工作的科室，永远
是喧嚣急促的，大家的步履，永远是匆忙的。接诊的患者，
病情大多都是急、危、重，发病快、时间紧、病情复杂，第
一时间救命永远是第一位的，因此对我们而言，加班和熬夜
成了家常便饭。

或许，身体上的劳累我们可以承受，但是病人和家属的
不理解，却导致我们精神上或多或少有一些失落和委屈。急
诊接诊工作流程是按患者病情危重程度而进行先后分级诊疗
的，但是由于不少病人不理解而产生偏见和误会，甚至对医
护人员进行抱怨或打骂，我们有过失落和痛苦，有过伤心和
委屈，但我们记忆中最深刻的，永远都是病人康复离开时眉
宇间绽开的笑颜。

在感到苦累的时候，我总会想起一句励志的话：苦不
苦，想想红军长征两万五；累不累，看看革命老前辈。这句
话，时刻激励着我永远铭记为国捐躯的千万英烈，激励着我
以长征精神为引领，不畏流言，不怕劳苦，坚守在我的急诊
岗位上，服务每一位需要救治的患者。

只要坚守“弘扬长征精神，做健康好卫士”的初心，我和伙
伴们一起，凭借着对生命无限的敬畏和尊重，把生命之中最美
丽的时光，献给这个与死神较量的战场；把心灵深处最柔软的
关爱，献给与病魔顽强斗争的患者；凭借着过硬的专业技术，
与时间赛跑，做一个时时刻刻能保障人民健康的忠诚卫士。

“我和我的祖国———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湘江战役主题演讲比赛优秀作品选登

弘扬长征精神

做健康好卫士
□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急诊科 齐文天

本报讯(记者孙敏 通讯员邓桂荣 唐
凤华)近年来，兴安县高度重视未成年人保
护工作，铺路子、搭台子、想法子，不断织
牢“政府主导、民政牵头、部门协作、社会
参与”的未成年人保护服务网，为困境儿
童、农村留守儿童构筑了一张“关爱保障
网”，全力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以制度规范工作，形成长效机制，是兴
安开展保护未成年人工作中采取的一项重要
举措。近年来，兴安县相继出台了加大教育
投入及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等实
施方案，并建立了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
困境儿童保障工作联系会议制度，成立兴安
县教育发展基金，整合资源，上下联动，为
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的妥善监护照料和
关爱保护铺路，不断强化机制体制的完善。

2018 年，对于兴安县未成年人保护工
作来说，是一个迅速补充新生力量的年份。
这一年，兴安通过“灵渠人才”评选活动，

选出了 4 名优秀的社会工作人员开展未
成年人关爱保护工作，同时在全县配备未
成年人保护专干和儿童福利督导员 226
人，与广西师范大学法学院等大专院校建
立长期合作关系，将近 260 名大学生志
愿者加入到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想为
孩子们多做点力所能及的事，给他们带去
更多的快乐。”儿童福利督导员陈大姐说
出了她的心声。

“机制的完善，理顺了工作思路。而
工作的开展，则需要载体来实现。”兴安
县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了让未成年人
的关爱保护工作能够长期有效的开展，兴
安县不断“搭台子”完善载体，让未成年
人保护工作得以长效开展。

早在 2006 年，兴安就在全市率先开
展“孤儿爱心工程”助学项目。由县级财
政出资，将农村孤儿和困境儿童集中安排
在柘园小学和兴安镇初级中学免费就读，

解决他们的就学及生活问题。截至目前，
该项目受益学生已达 2000 余名。

2016 年，兴安探索开启“政社合
作”关爱模式。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将桂
林市仁人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引入未成年人
保护工作中，发挥共青团、妇联、关工委
等群团组织的自身优势，为未成年人、农
村留守儿童提供心理疏导、社会融入、家
庭关系调适等专业服务。

近年来，兴安又推出了“家—校—
社”联动机制。在城西社区、双灵社区、
柘园小学等建立起了社工服务站，依托服
务站践行社工+义工的“双工联动”服务
模式，开展社会工作周、生存救护演练、
宝贝守护计划安全知识小课堂、“四点半
课堂”等活动 200 余次，惠及 1 . 5 万余
名师生和家长。建立爱心书屋 14 家，捐
赠书籍 1 . 78 万册。未成年人保护实现了
动态管理，缓解了留守儿童、困境未成年

人的监护缺失、教育缺失等问题。
截至目前，兴安全县 10 个乡(镇)建

立了未成年人保护站，与辖区未成年人保
护专干协力合作，入户走访困境儿童家庭
511 次，完善了 504 份留守儿童基本数
据，建立了一人一档，促进了家庭和学校
之间、家庭和社区之间、学校和社区之间
的联动。

与此同时，兴安还积极整合各界社会
资源为困境儿童提供服务。对接桂林市乐
群小学，筹集 800 个床架用于漠川、界
首等边远山区小学，缓解了留守儿童住宿
床位紧张问题；对接兴安县志愿者协会等
社会爱心人士，向困难儿童捐助书包、水
彩笔、笔记本等学习用品；充分发挥中华
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海南成美慈善
基金会、广东狮子会等社会资源优势，发
放困境儿童助学资金 100 万余元，改善
了全县困境儿童的生活学习条件。

铺路子 搭台子 想法子

兴安为未成年人构筑“关爱保障网”

▲摄影展现场。 记者韦莎妮娜 摄

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高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

1000幅摄影作品

献礼新中国70华诞
本报讯(记者韦莎妮娜 通讯员王亚东)近日，由高新区七星区人

民政府主办、桂林市职工摄影家协会等单位协办的“大美七星 阔步
新时代”新星摄影展在湖塘路伴山云庐拉开了帷幕。

本次摄影作品展是该区继“抖 ing 萌娃时尚秀”之后的 2019 年度
城市宣传系列活动，旨在通过居民的镜头，多角度、全方位展示新中国
成立 70 周年来七星区取得的一系列蜕变与成就。展览从作品征集到
展出前后历时半个多月，吸引了 120 位摄影家参与，作品多达 1000 多
幅。组委会从中精选出 50 幅作品，于 8 月 18 日开始对外展出。市民可
在一幅幅照片中，感受 70 年来高新区七星区翻天覆地的变化。

今年以来，高新区七星区陆续开展了年度城市宣传系列活动，如
校园主持人大赛、七星萌娃少儿才艺大赛、城市变化主题摄影展等，
活动受到市民、游客的热捧和点赞。下半年，该区还将结合中国传统
节日和地方文化，推出“晒萌萌老人”“萌娃看七星”等特色活动，
继续传播漓东好声音，宣传漓东正能量，为辖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摇旗
呐喊。

本报讯(记者韦莎妮娜 通讯员黄丽
文/摄)近日，110头未佩戴耳标、未附

产地《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及非洲猪瘟检
测报告的生猪在桂林绕城高速公路象山出
口处被成功拦截。目前，该批生猪已全部
进行无害化处理。

据象山区二塘乡农业综合服务中心非
洲猪瘟防控值班人员介绍，这批无证生猪
从云南红河运载而来，准备运往我市市
区。在进入市区前，工作人员对其开展检
查，发现这批生猪未佩戴耳标、未附产地
《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及非洲猪瘟检测报

告后，当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
防疫法》及桂林市非洲猪瘟防控有关规
定，将该批生猪进行扣留。二塘乡相关
负责人第一时间启动响应机制，乡农业
综合服务中心、二塘派出所等部门也立
即开展了联合执法。在科学确定处理地
点后，依照相关规定，通过挖坑深埋、
彻底消毒等方式依法对该批生猪全部进
行无害化处理，运输车辆经清洗消毒后
放行。据悉，此次共拦截处理生猪 110
头，合计 1 9 2 5 0 公斤，货值金额
1155000元。

110头云南无证生猪

在我市被成功截获

本报讯(记者孙敏 通讯员张燕 实习
生何美容)8 月 16 日，秀峰区联合华润置地
(桂林)有限公司组织“万象企业·游秀峰”
活动，邀请华润万象城入驻重点企业负责
人实地考察了解秀峰区当前的经济发展形
势，同时组织座谈交流，进一步畅通政企
交流渠道，加强秀峰区华润万象城入驻重
点企业间的信息互通和资源共享，助力企
业顺利入驻。

活动期间，企业代表们实地考察了桂
林逍遥楼、东西巷历史文化街区以及鲁家
村新农村建设。为提高活动实效，秀峰区
除了邀请企业商家全面了解秀峰发展环境

外，秀峰区商促局还联合财政、市场监
管、税务、统计等部门，将最新出台的
涉企扶持政策逐一进行梳理，把其中的
政策“干货”罗列出来，汇总形成政策
清单，印发给企业，让更多的企业了解
和知晓，更好地服务企业。在座谈交流
中，秀峰区就一企一策的优惠政策向企
业代表们进行了解读，就进一步做好服
务企业工作谈了想法和打算，相互之间
沟通了信息、加强了对接。

如此“接地气”的务实活动，让企
业代表们感受到了秀峰发展经济、打造
优质营商环境的满满诚意。沃尔玛(中国)

广西区域总经理廖涔宇表示，“万象企
业·游秀峰”政企交流活动让商家和企业
真切感受到了秀峰区优质的服务意识和
营商环境。深圳市乐的文化有限公司总
部行政经理赵芳则认为，活动让企业对
秀峰区有了更全面的认识，也让商家企
业对选择在秀峰区发展更有信心。

据了解，一直以来，秀峰区为优化
营商环境，不断加强和改进服务企业机
制做了大量工作。如：每年都组织“企
业宣传日”，每季度都组织“企业沙
龙”，多次召开专题大型招聘会，大力
推进以“一张网、一扇门、一窗办理”

为重点的“放管服”改革， 80% 以上的
政务服务事项实现网上办理和最多跑一
次，全力帮助企业解难分忧，真心实意
为企业雪中送炭。

秀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
秀峰区将通过广泛宣传，在全社会营造
好尊重、支持和保护企业家的良好氛
围；继续优化审批流程，努力让企业感
觉到办事更加方便和快捷。同时会进一
步研究好、制定好、宣传好、落实好各
项惠企政策，推动秀峰成为实体企业聚
集发展的优选地。

秀峰区举办“万象企业·游秀峰”政企交流活动

▲110头生猪无害化处理现场。

本报讯(记者徐莹波 通讯员黄剑)为进一步优化桂林营商环
境，加强对我市重大项目和重点工业企业的服务工作，近期以
来，市自然资源局派出多个调研组，分别深入我市多个重大项目
和工业企业开展“班子走项目”调研活动，通过现场办公的方
式，为项目建设和企业发展排忧解难。

在活动中，市自然资源局调研组走访了桂林华为信息生态产
业合作区项目、雁山区融创万达文化旅游城项目、城北水厂二期
供水工程、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整体搬迁项目、桂林紫竹乳胶制
品有限公司、桂林桂北机器有限责任公司等项目或企业。每到一
处，调研组都与项目指挥部或企业负责人深入沟通对接，了解项
目进展情况，听取项目问题反馈，认真为重大项目建设出谋划
策，并现场解决问题。同时，各调研组还对项目用地指标、耕地
占补平衡、规划报批情况等问题逐一研究讨论，对部分项目修规
方案设计提出要求，共同商量解决项目落地的办法和思路。

市自然资源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我市掀起重大项目
建设热潮，其中土地和规划是项目建设的基础，该局将以开展
“班子走项目”调研活动为契机，全力配合各县（区）政府做
好重大项目建设工作，绝不因为土地和规划问题而影响重点项
目的建设实施。

优化营商环境 提升服务水平

市自然资源局调研组

深入重大项目和工业企业

现场办公

（上接第一版）目前，邱广初和女儿正
在荔浦市积极打造团扇文化体验中心。“体
验中心建成后，人们可以来到这里系统学
习、体验非遗文化和技艺。”邱广初说。与
此同时，他还带着徒弟们走进荔浦当地的中
小学开展非遗传承进校园活动，希望将桂林
团扇制作技艺薪火相传。

邱广初和团扇的一生情缘，浓缩的是荔
浦市群众对非遗的尊重与传承，折射出荔浦
对非遗保护传承的深厚传统。

荔浦历史底蕴深厚，非物质文化遗产
丰富。一直以来，荔浦高度重视对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挖掘、整理、抢救和保护，不
断加强对民间文学、民族舞蹈、传统手工
技艺、生产商贸习俗、民间信仰、岁时节
令、曲艺等传统文化的普查、研究、整
理，一大批留存于民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被不断地挖掘整理出来。

与此同时，荔浦把宣传非遗作为保护
与传承的重要前提，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

进校园、进乡镇、进社区等形式多样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宣传和展示。从 2010 年开
始，荔浦尝试文场进校园活动，不定时的
在校园举办免费演出，在学校中开展文场
培训班培养后继人才，让中小学生认识文
场、熟悉文场、喜欢文场、传承文场。荔
浦市委、市政府还将非遗保护与传承工作
经费列入财政预算，落实展演场所，确保
工作经费，将荔浦各项非遗项目以图片、
文字和实物等形式在荔浦群众艺术馆进行

展示，常年对外免费开放，营造了良好的
保护传承氛围。

截至今年 8 月，荔浦共有“荔浦文
场”、“荔浦芋扣肉”、“荔浦米饼”、
“桂林团扇制作技艺”等 13 项入选荔浦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其中有 7 项
入选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 3
项入选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
录。目前，荔浦有县级传承人 8 人、市
级传承人 8 人，自治区级传承人 1 人。

荔浦躬耕沃土 非遗保护薪火相传

本报讯(记者苏展 通讯员阳娟)记者从桂林公交获悉，为满
足市民出行需求， 8 月 20 日，桂林公交在临桂新区开通 66
路、 68 路两条公交线。

据悉， 66 路由临桂区政府始发，终点站为交通枢纽指挥中
心。沿途站点：临桂区政府→临政路→人民路市场→会元路口→
虎山路新龙路口→新龙路中→新龙路→西城中路→政务服务中心
→山水大道(行政中心)→交通枢纽指挥中心。服务时间： 7 ：
00-19 ： 00 ；票价： 1 元/人次，票证通用。

68 路由平桂西路北始发，经平桂路、临桂大道、凤凰路、
山水大道、人民路、万福路、万平路、青莲路、洋田路、人和
路、万平路、凤凰路、三中路、致远路、西城大道至终点站公交
秧塘临时车场。沿途站点：平桂西路北(机关幼儿园)→临桂大道
西→凤凰路→桂林图书馆→发改住建大厦→山水大道(行政中心)
→交通枢纽指挥中心→岭上村→万福路西(花样年花样城)→青莲
路→洋田路青莲路口→万平路人和路口→临桂党校→致远路口→
公交秧塘临时车场。服务时间： 7 ： 00-19 ： 00 ；票价： 1 元
/人次，票证通用。

临桂新区开通 66 路、

68 路两条公交线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