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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见习记者赖伊婷 谢璧徽 文/摄

纵横交错的青石板路，巍巍耸立的民俗门
楼，生动美丽的特色墙绘……当你走进临桂区五
通镇，你会发现这座千年古镇正在悄然“蝶
变”。

五通镇位于临桂区西北部，历史悠久，早在
后晋天福八年(公元 943 年)便在此设立义宁县。
如今，五通镇是“全国文化(美术)产业示范基
地”“全国举重之乡”“广西民间特色艺术之
乡”。自 2018 年 1 月被列入桂林市第四批新型
城镇化示范乡镇建设名单以来，五通镇以打造
“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幸福五通为目标，
把握“看得见新貌、听得到赞声、留得住古迹、
记得起乡愁”的建设理念，把地域文化元素融入
城镇建设中，彰显古镇特色，满足五通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新期待。

内外兼修 宜居小镇彰显特色

9 月 2 日上午，记者驱车来到五通镇。该镇
党委书记石羽和宣传委员带领记者沿路参观了该
镇的立面改造、特色街区改造、义江公园建设等
项目工程进度情况，并在他们的讲述中感受着这
座千年古镇翻天覆地的变化。

走在五通镇的街道上，房屋风貌改造正如火
如荼地进行着，不少房屋外搭着脚手架，施工人
员在进行墙面绘画。近两年，五通镇对“义宁老
县城”“义宁八景”“九井十三巷”等自然资源
和文化资源深度挖掘，融入立面改造项目中，突
出书画特色，展现古镇风采。

石羽告诉记者，五通镇新型城镇化示范乡镇
建设既要讲究“面子”，更注重“里子”。“面
子”主要是乡镇的环境美化，五通镇打造了一条
书画特色街；在水源街、山货街铺设石板路；镇
区进行风貌改造，使其从“乱、旧、差”向
“靓、新、美”转变。“里子”则是紧盯群众最
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完善公共服务体
系，在上级领导的指导下，经过充分调研和听取
群众意见，先后投资 1 . 9 亿元资金，主要用于
道路、基础设施等改善民生的项目建设。而广场

和公园的建设、镇区的风貌改造，表面上是面子
工程，实际上对当地经济发展有很大促进作用。

“自从进行特色街区改造后，我们个体户的
营商环境是越来越好了。这两年大型超市就新开
了 3 家，要是到了圩日，更加热闹，周边乡镇
的人都爱过来买东西。大家都说五通的商业氛围
特别好，生意人进得来，留得下，有钱赚。”五
通商会会长唐瑞民笑着介绍说。

据了解，五通镇新型城镇化示范乡镇建设项
目共 20 个，总投资 1 . 938 亿元。截至 2019 年
8 月 16 日，已完工项目 13 个，正在建设项目 7
个，完成项目 87% 的工程量。现在的五通镇，
环境卫生干净整洁、市容面貌井然规范、交通体
系四通八达，舒适协调的美丽新风貌不断提升群
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城镇的承载力显著增强，
城镇化明显提速。

党建引领 建设工作顺利推进

“示范乡镇建设的实施，既是一大发展战
略，也是一道党建考题，是一项不抓好党建就难
以完成的工作。基层党组织是党和广大群众的
‘连心桥’，充分发挥党组织的凝聚力尤为重
要。”五通镇党委书记石羽表示。

为了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征地补偿、拆迁安
置、工程建设等难题，五通镇积极探索以“书记
工程”为抓手，建立了以乡镇党委为核心，村委
党总支、党支部为主体，以党员干部为骨干的示
范乡镇建设组织体系，凝聚各级党组织合力，推
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开展。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

战斗堡垒作用，形成党员带头的良好工作氛围。
把政府抽调来参与项目建设的党员和五通村(居)
委党员及施工单位的党员组织起来，组建“五通
镇示范镇建设临时党支部”，使整个项目形成组
织覆盖，实行一个项目一个党小组，建设“党员
责任区”“党员示范岗”，增强党员责任感和使
命感，凝聚党员的合力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

项目得以顺利推进，也同样离不开五通群众
的支持与配合。“因为我们是本着建设依靠群
众，成果惠及群众的建设思路，始终把满足居民
的需求作为工作的出发点，所以得到了群众的认
可。”石羽说。

五通镇先后有附郭街、先农街、上街、下街
等村小组主动让出集体土地 70 多亩，无偿用于
义江公园、停车场等项目建设。义江公园从建设
规划到征求意见再到正式动工，每个环节都注重
问计于民，结合当地群众的意见建议，发挥群众
的聪明才智。义江公园自建成后，不但成为夜幕
下的“舞场”，更是居民消暑纳凉的好去处。群
众的积极参与汇聚了五通镇“书记工程”建设的
巨大动能。

找准定位 四大产业齐头并进

在推进示范乡镇建设的过程中，五通镇不仅
在集镇风貌、基础设施上做文章，更是在产业发
展上进行了精心谋划。

五通镇文化底蕴深厚，当地群众在耕作之余
素有习文作画的爱好。记者在五通镇走访过程中
看到，一幅幅特色墙绘已“爬”上了居民房屋的

外墙：有描绘乡镇自然、历史风光的，有展现
风土人情的，还有关于创城特色的……绚丽的
色彩为原本冰冷的墙面注入了新的活力。

石羽介绍，上世纪 80 年代，一部分农民
靠创作字画挣“文化钱”过上了好日子。通过
互帮互带的方式，五通镇绘画队伍不断扩大，
逐步形成了农民绘画产业。在示范乡镇建设
中，五通镇根植书画文化沃土，将农民画纳入
扶贫攻坚产业，免费培训贫困户，让更多的贫
困劳动力走文化路，挣文化钱，吃文化饭。
“现在，全镇 20 人以上的画坊有 70 多家，
从事书画产业人员 5000 多人，全镇书画年销
售收入超过 3 亿元，绘画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并闯入东南亚市场。”

同时，五通镇根据自身资源优势，还打造
了砂糖橘种植、桂花种植、生猪肉鸡养殖等 3
个超亿元产业，重点扶持蒙氏食品、桂柳鹿
业、五通被服厂、木衣架厂、义江三花酒厂等
企业做大做强，形成了“企业+合作社+农
户”的发展模式，吸纳周边居民群众来镇上就
业、创业、就学，辐射带动了本地百姓创业增
收。

五通镇仅仅是桂林市新型城镇化示范乡镇
建设这个“大工程”的一面“小镜子”。石羽
表示，下一步，五通镇将在既有工作成效的基
础上，统筹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继
续完善村镇基础设施，全面加强精神文明建
设，进一步健全基层治理体系，让五通人民拥
有满满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临桂五通镇：诗情画意 千年古镇展新颜

■桂林市第四批新型城镇化示范乡镇建设系列报道之二

▲五通镇街区旧貌（五通镇人民政府供图） ▲开展新型城镇化示范乡镇建设后的街区新貌

▲居民主动让地建设的义江公园

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赵能亮)连死都
不怕，生活中还有什么坎过不去呢？ 9 月 6
日，全州一男子却因患了高血压和脑梗，就喝
农药跳河自杀。救下他的一位民警本身就是一
名癌症患者，他说：“我得了癌症都没轻言生
死，你这样做对得起家人，对得起自己吗？人
活着才是最重要的。”

9 月 6 日下午 6 时许，全州庙头派出所接
到群众报警称：庙头镇宜湘河有一男子疑似醉
酒掉进河里，正在挣扎。情况紧急，派出所副

所长谢松彦、民警蒋云华迅速赶至事发现场。
两位民警发现一男子正在河中央浮浮沉沉、奋
力挣扎。他们立即划动岸边的竹筏来到河中
央，纵身跳入水中，合力将该男子救起，并快
速转移到岸边，运用所掌握的急救知识，及时
对该男子进行先期抢救，将其口腹中的水排
出，使其苏醒过来。

经了解，该男子姓蒋，系文桥镇人， 50
多岁，因患有高血压与脑梗等疾病，一时想不
开，喝了几口农药后跳河自尽。被民警救上岸

后，蒋姓男子拒绝就医，仍一心要寻短见。无
奈之下，蒋云华拿出手机，把自己的癌症检查
单、住院证明、化疗清单等照片资料一一翻给
他看，并耐心说道：“我得了癌症都没轻言生
死，你这个病不算重，怎么还要死要活的？你
这样做对得起家人，对得起自己吗？人活着才
是最重要的。”经过两位民警的一番思想工
作，蒋某的情绪逐渐趋于稳定，放弃了轻生的
念头，并认识到自身的轻生行为给家人及社会
带来的不良影响，表示以后一定珍惜生命，不

再做傻事。随后，医院急救车赶到，谢松彦和
蒋云华将蒋某一路护送到医院。因民警的先期
急救措施得当，医院进行了及时的洗胃等抢救
措施，蒋某脱离了生命危险。

让蒋某幡然醒悟的民警蒋云华， 2012 年
加入公安队伍， 2019 年被确诊为膀胱癌。他
勇敢面对病魔，顺利完成了癌细胞基底切除手
术，先后接受了 10 次化疗，病情稍微稳定，
就主动回到了工作岗位。蒋云华说：“我宁可
倒在工作岗位上，也不愿意倒在病床上。”

本报讯(记者张苑 通讯员唐熠)上周是进入
9 月的第一周，凉爽的天气给刚开学的老师和学
生带来了好心情。然而，这“凉爽天”并没有在
桂林久留的意思。本周， 35℃ 以上的高温天又
将杀个“回马枪”。

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上周我市天气以晴
天为主，部分地区出现短时零星阵雨。8 月 31 日
至 9 月 5 日，全市平均气温在 23 . 8-27 . 8℃。总
体看，上周气温适中，市民感觉凉爽舒适。

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一周天气与常年同期相
比，气温偏高，雨量偏少。本周还将出现 35℃
以上高温天气。

气象专家提醒，本周气温较高，且降水不明
显，市民外出应做好防暑降温。

本周末就是中秋节了，你是否已经做好了出
门赏月的计划？据最新气象数据显示，本周五
(中秋节)我市没有明显降雨，但会出现多云天
气。中秋之夜是否能“举头望明月”，市民可随
时关注桂林气象台的最新预报。

本周，高温天

再杀“回马枪”

患有高血压和脑梗，男子喝农药跳河自杀

患癌民警救下他，告诉他“活着才最重要”

本报讯(记者王文胜 通讯员李翠华)记者
从永福县检察院获悉，日前，该县一名农村女孩
拿着一筐鸡蛋和感谢信来到永福县检察院，感
谢曾经帮助鼓励她的检察官们。女孩还拿出大
学录取通知书，与检察官们分享自己的喜悦。

据悉，女孩名叫蒋仕萍，家在永福县堡里
农村，早年，尚在襁褓中的她被养父捡到收
养。蒋仕萍 4 岁时，养父患病， 6 岁时，养
父因病去世。她与年迈的奶奶相依为命，边上
学边照顾奶奶，洗衣做饭，上山砍柴下地干

活，以瘦弱的肩膀撑起了一个家。
据介绍，在永福县各界爱心人士关怀帮助

下，蒋仕萍坚持读书学习和坚强生活，成为品
学兼优的好学生，她先后获得“广西首届青少
年榜样”“桂林市孝亲爱老模范”“永福县尊

师孝亲先进个人”等荣誉。
蒋仕萍刚读初中时，永福县检察院“呵护

未来”服务队来到她所在的中学上法治教育
课。检察官们了解蒋仕萍的身世后，就将她列
为帮扶对象。随后数年，检察官们对蒋仕萍的
生活和学习一直关心帮扶。

今年高考，蒋仕萍的考分超出一本线 63
分，被广西中医药大学中医学专业(本硕连读)
录取。开学前，她不忘来跟检察官们道别。检
察官们鼓励她在未来道路上不忘初心，继续努
力前行。

社会各界帮扶贫苦女孩成长

考上大学，女孩不忘感谢好人

本报讯(记者张苑 通讯员韦成阳 章素珺
文/摄)“食品安全容不得一丝马虎，学生吃的

东西一定要保证安全！” 9 月 4 日，在广西师
范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食堂，来自市市场监管局
的检查组工作人员认真地说。

近日，随着我市中小学陆续开学，各学校食
堂也热闹起来。为切实做好开学季学校食堂食品
安全工作，有效预防和控制食物中毒事件发生，保
障广大师生饮食安全，我市市场监管部门开展学
校食堂食品安全大检查行动。行动中，市场监管执
法人员对各学校食堂的食品原料仓库、加工操作
间、餐具洗消间和分餐间等重点区域进行检查，并

认真查看了食品索证索票制度、进货台账登记、
食品留样以及从业人员健康检查制度的落实情
况，就如何严格把关，杜绝食品安全事件发生等
问题与校方进行深入沟通。

市市场监管局负责人表示，学校食品安全
问题关系到广大师生的身体健康，社会关注度
高，责任重于泰山。据介绍，下一步，我市监
管部门还将对校园周边等重点区域流动及餐饮
单位进行重点排查，及时排除隐患，切实为学
校师生饮食安全保驾护航。

市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在检查时向学校
食堂相关负责人询问情况。

本报讯(记者刘倩 通讯员王荣仕)近日，多
名漓江游船船员向阳朔海事处反映，称双滩水域
一处竹林遮挡游船航行视线，妨碍船舶航行。为
了保证游船的安全航行，避免造成严重影响，阳
朔海事处与桂林漓江风景名胜区综合执法支队三
大队及时清理了遮挡航行视线的竹林，消除了航
运安全隐患。

漓江两岸茂密的竹林是漓江景区美丽的景
观，但这些江边的竹子由于常年无人修剪，渐渐
越长越高，一些垂下的竹枝遮挡住了游船和排筏
视线。执法队员来到船员反映的双滩水域，只见
东岸一处 50 余根凤尾竹生长茂盛，垂下的竹枝
向航道处“扩张”了将近 6 米，且正好在游船
航道转弯处，游船和排筏经过此处时会被挡住视
线，很容易发生水上交通安全事故。

阳朔海事处牵头，在漓管委综合执法支队三
大队的配合下，共出动执法人员 10 余名，带上
油锯等工具，用了一个上午时间，修剪并清理了
遮挡视线的竹林，恢复并改善了双滩水域的通航
环境。

竹林茂盛占航道

执法人员忙清理

开学季，市场监管部门

开展学校食堂大检查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