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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徐莹波 通讯员唐清）日前，叠彩区大
河乡人黄某拿着锦旗来到市第二人民医院中毒救治中心，
感谢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让他脱离生命危险。原来，黄
某因错服外敷药酒，导致乌头碱中毒，幸亏及时抢救挽回
生命。

前段时间，黄某在工作结束后感觉腰酸背痛，他想起妻
子曾买了中药泡药酒外敷治疗腰背疼痛，平时喜欢喝酒的他
想着药酒既然可以外敷治疗腰背疼痛，那么内服可能效果更
佳，于是就喝了一杯该药酒。没过多久，黄某开始呕吐，接
着出现舌头和手脚麻木症状。家人见情况不对，马上将他送
到市二医院急诊科急救。经医生诊断，黄某为乌头碱中毒，
于是将他送到中毒救治中心进行血液净化等排毒治疗。经过
一段时间治疗后，黄某康复出院。

市二医院中毒救治中心主任喻晓东介绍，黄某喝的药
酒中有一味中药是生草乌，草乌具有祛风除湿、温经止痛
的功效，可作外敷药。但草乌中含有多种生物碱，其中酯
性乌头碱毒性最大，对心血管、神经、泌尿系统会造成危
害，严重时可导致心律失常、休克、呼吸麻痹，甚至死
亡。市民在使用草乌泡酒或作为中药配伍时，一定要经过
中医医师指导才可使用，并且要区分外敷和内服，以免因
使用不当导致中毒。

□本报记者汤世亮 通讯员唐玉峰

这里的变化由外到内

11 月底，记者来到桥头村。新建的瑶
族养寿文化村的牌楼在阳光照射下熠熠生
辉。离牌楼不远处，新建的桥头村委大楼在
蓝天白云的衬托下显得格外气派，新铺的青
石板路把整个村子连接起来，沿途都是粉刷
一新的瑶族风格民居。村中的文化广场上，
工人还在加紧铺砖。一边的农家则高挂彩气
球，一阵鞭炮声后，一家新恭城油茶馆开业
了。而在前一天，距离广场不远的一家瑶族
养生馆也开业迎客了。“真的，变化太大
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桥头村党总支
书黄刚有些感慨地说。

桥头村是恭城平安镇政府所在地，也是
恭城高铁站所在地。由于坐拥高铁站，桥头
村成了恭城近年来重点打造的片区。 2016
年底，随着恭城平安康养特色小镇（高铁经
济产业园）项目落户桥头村并正式启动，这
个沉寂了上百年的村子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
展机遇。

“如今可以说是举全县之力在打造我们
村子，我们必须好好把握这个难得的历史机
遇。”黄刚一边说着，一边带领记者参观刚
开圩不久的瑶族文化村，这个曾经到处都是
泥巴房的小村子，如今摇身一变成了瑶族文
化村。据他介绍，恭城瑶族文化村原是桥头
村委龙肚村下辖的一个名叫韦家厂的小村
落，距离县城约 5 公里，位于该县高铁经
济产业园区。随着恭城平安康养特色小镇

（高铁经济产业园）项目的启动，恭城按照“生
态宜居、瑶族特色、瑶族文化旅游第一村”的
规划理念对韦家厂进行了改造重建，拆除危
旧简易房屋 30 多处，完成了绿化、亮化、美
化，完成瑶族文化街、瑶族文化广场、油茶
文化馆、瑶族文化健康生活戏楼、瑶族文化
生活体验区、客栈及商业配套，该村以一个
充满古韵的崭新面貌呈现在大家眼前。

而与桥头村村容村貌发生的变化相比，
这里的乡风变化更是让人惊讶。记者在桥头
村走访时，路上遇到佩戴“道德值日村长”
袖章、正在村道边新建的花圃中拾捡垃圾的
黎益姣，她停下手中的活，从花圃走到村道
上恭恭敬敬地给记者行了个鞠躬礼。“我们
村的村民现在大多在学习传承优秀中华传统
文化，这算是其中的一项效果吧。”当天跟
黎益姣一起值日的陈双桥是蟠龙屯传承优秀
中华传统文化联合会会长，见记者有些惊
讶，他笑着说道：“我们现在只做到给村里
的老人行鞠躬礼，以后我们将继续铺开，对
村里来的客人也要行礼。”

“以前有些村民相互之间话都不讲，哪
里还会行礼哦。”陈双桥说。据他介绍，桥
头村委的桥头屯和蟠龙屯虽然只隔着一条村
道，但由于之前因灌溉用水发生纠纷，两村
村民老死不相往来，常常因为争水大打出
手。“隔壁邻居都搞不来，村里不要说搞什
么大事，开个大会都开不起来。”村党总支
书黄刚回忆说。这种散乱的状况一直延续到
恭城平安康养特色小镇的建设前期，当时政
府出资帮村里改造外立面，很多村民还想着
自己的小利益，百般阻挠，征地拆迁工作更
是难上加难，村屯之间为了一点小利益不肯
让步。“现在好了，我们两个村屯几乎每周
都搞联欢会，大家一起聚餐搞文艺表演。这
要是以前想都不敢想。”黄刚说，“以前，
我们村打牌赌钱的人很多，现在这种现象基
本没有了；以前邻里之间常为鸡毛蒜皮小事

吵闹，现在邻里和睦，一团和气；过去村里
脏乱差，现在卫生干净了。”

“村长”轮流当，打造全市

道德自治示范村

“村里能有这样大的变化，一方面是与
康养特色小镇的项目推动有关，另一方面主
要还是我们村创新了管理模式，在学习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出台实施了‘道
德村长值日制’。”说起村里近年来的变化，
黄刚道出了桥头村大多数村民的心声。

在黄刚看来，桥头村的乡村振兴之路不
仅仅要有产业兴旺、生态宜居，同时也要有
乡风文明和有效治理。“很多村子搞乡村振
兴都是先发展经济、改善环境，然后再来搞
乡风文明建设，其实这在我看来刚好搞反
了。人们的精神面貌好了才能更好地推动村
里经济的发展。”黄刚说，为了改变全村人
的精神面貌，桥头村“两委”在上级政府的
引导下，将学习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
为载体，成立桥头村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联合会，平日里组织村民一起学习“忠孝仁
义礼智信”中华传统文化，挖掘村里的典型
人物、典型事迹，感染、引导村民向善、向
美，形成良好的村风民风，重塑村民的精神
面貌。如今，每个周末在村委举行的中华优

秀文化讲堂都是座无虚席。
今年 8 月，在上级党委政府的指导

下，桥头村创新乡村管理模式，出台实施
“道德村长值日制”，本着自觉自愿与宣传
发动相结合的原则，吸纳村民出任道德村
长，分小组轮流当值。先由村里党员与群众
骨干带头轮值，每个值日小组由两位村民组
成，每组值日两天。值日当天，要求值日小
组举止文明，谈吐得体，切实做好各项服务
工作：路遇村民，或入户办事，均须行鞠躬
礼问好，以弘扬传统美德，引领村民崇礼向
善；对于需要帮助的村民、客人，应提供力
所能及的帮助，做到日行一善；在村域范围进
行治安巡逻，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处理不了的
做好记录，及时向村“两委”或县级相关司法
部门报告，并协助处理；对发生在家庭之间、
村民之间的伦理道德问题，设法调处，调处不
了的报请上级相关部门介入调解；广泛收集
群众关于乡风文明建设的意见建议，大力宣
传村里的好人好事，让正能量占领乡村阵
地；对各家门口的环境卫生进行巡查督管，
对公共区域的环境卫生实施有效整治。

“刚开始我是抱着观望的态度，不想参
加。后来看到村里的变化，我主动要求参加
村里的道德村长轮值，并在轮值中达到自我
教育自我提高。我现在还被选为村里的村民
小组长。”谈起自己参加道德村长轮值的经

过，村民唐新春深有感触。
自今年 8 月 7 日开启道德村长轮值

以来，村里像唐新春这样参与轮值的人日
渐增多，由最开始时的 16 户 29 人发展
到了现在的 89 户 119 人。据不完全统
计，这些道德村长为村里调处矛盾纠纷
18 起，清理垃圾 610 余次，帮扶孤寡老
人 560 余人次……有效带动了乡风大转
变。

在创新实施“道德村长值日制”的同
时，桥头村还先后成立了治安巡逻志愿服
务队、传统文化志愿服务队、法规监督志
愿服务队和巾帼志愿服务队，全方位实现
桥头村管理的自治。“参加我们这些服务队
的村民都是自愿的，不计报酬的。”陈双桥
告诉记者，如今村民思想觉悟提高了，一人
都是身兼“数职”，像他不仅做轮流值日的
道德村长，还是村巡逻队的成员和传统文
化志愿服务队的成员。以前村里的打牌微
信群全部被“道德值日村长交流群”“幸
福桥头村”这样的微信群代替，大伙在群
里为村子的发展和好人好事点赞，形成了
良好的行善向善社会氛围。

“我们不仅要通过项目带动实现桥头
村人居环境的改变，更重要的是要以村民
为中心，探索构建全民共建、共治、共享
的社会治理格局，打造社会治理人人有
责、人人尽责的命运共同体，将桥头村打
造成全市道德自治示范村。”平安镇镇长
陈健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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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背痛错服外敷药酒

险丧命
医生提醒：使用中药要分清内服

还是外敷，以免错用导致中毒

本报讯(记者陈静 文/摄)12 月 11 日，市电科院宿舍区
好热闹，猫儿山社区第五届银杏文化节在这里举办。

记者在现场看到，小区里的银杏树已经遍染金黄，从主
干道一直延伸到辅路，树下的落叶像一张华丽的地毯。下午
3 点半，乐声阵阵，居民们在银杏树下合唱，第五届社区银
杏文化节正式开幕。不少市民专程前来欣赏黄叶飘飞的美
景。此次银杏文化节还设置了品尝美食、以银杏为主题的摄
影等活动，让市民更感欢乐。

“为了做好这次的银杏美食，我提前一周就开始准备
了。”居民陈阿姨兴致勃勃地告诉记者，自己准备的翡翠白
果选用了白果、猪里脊肉、豌豆、胡萝卜等原料。这道色香
味俱全的菜式受到大家好评。

居民们拍摄的银杏美景和孩子们制作的银杏手工作品，
也体现了银杏叶最美的一面。

为了让银杏落叶美景带给更多市民愉悦，猫儿山社区对
街区银杏实行“只捡不扫”，打造了以“银杏”为主题的供
市民休闲赏景于一体的特色街景。“之所以举办这样的活
动，一方面是我们社区刚好有那么多那么美的银杏树，另一
方面也是借这样的机会增进居民之间的感情。”在采访中，
猫儿山社区书记宁武介绍。

猫儿山社区居民

银杏时节共“品”金黄

创城·进行时

□记者韦莎妮娜 通讯员黄丽

“现在，我们村的村貌焕然一新，邻里互相守望、互相
帮助，茶余饭后的文娱活动也越来越健康。”近日，在象山
区二塘乡阳家村，村民阳关保高兴地说。

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之魂。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过
程中，二塘乡阳家村建立健全了村支书负总责、村主任和
相关村干部负全责的工作机制，组织大家深入各自然村开
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先后发放宣传资料 1000 余份、悬挂
横幅 20 余条，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主题，在辖区内
设置公益广告牌 20 余个，有效提升了村民对文明创建工作
的知晓率和参与率。在各村建设村民文化中心、文化广
场、乡风文明示范街，组建红白理事会、志愿服务队、乡
贤骨干队伍等，推动树立文明乡风。积极开展卫生集中整
治行动，对路边杂草、门前“三堆”进行清理，并联合相
关执法部门对占道经营、违章搭建等问题进行整治。同
时，阳家村还以基层党建为引领，以“教会一个学生，带
动一个家庭”的形式，以点带面，发动学生带动家长，用
“小手拉大手”方式扩大影响力，激发文明内生动力，努
力把乡村建设成生活舒适的乐园、道德示范的家园、生态
良好的田园、乡愁记忆的故园。

二塘乡阳家村：

创城为文明乡风“加码”

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聂梦娴）12
月 11 日上午，市公安交警部门在叠彩区中山
北路、象山区建安路龙船坪片区新建的两个
电动自行车便民服务站揭牌启用。加上 5 月
建立的平山服务站，至此，我市已经建立了 3
个电动自行车“家门口”便民服务站。

据了解，早在 2014 年，为了规范电动自

行车行车安全，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桂
林公安交警将电动自行车纳入规范化管理
的范畴。2019 年 4 月 15 日，电动自行车
新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
规范》在桂林正式实施，对电动自行车的管
理有了进一步的要求。对此，今年 5 月，桂
林公安交警以桂林市规模最大的象山区平

山电动自行车商城为试点，投入建设我市
首个电动自行车便民服务站，并正式使用。
运行至今，得到市民的欢迎。

此次新启用的中山北路 136 号叠彩
区便民服务站及位于建安路 6 号的龙船
坪便民服务站，可以向群众提供合格电动
车注册登记、电动车补换牌证、转移登

记、变更资料、盗抢备案以及注销登记等 6
项服务。办理时间为周一至周五的 9:
00 — 12:00，13:30 — 17:00。目前，电动
自行车便民服务站基本覆盖了市区北（中
山北路）、中（龙船坪）、南（平山）区域，让更
多市民能够在“家门口”获得购买与登记业
务办理“一条龙”服务。

我市新启用两个电动自行车便民服务站

▲居民们兴奋地抛撒银杏叶。

走基层·见闻

见到老人主动行鞠躬礼，看
到村道上有垃圾自觉捡起，邻里
发生矛盾纠纷有人出来调解，老
死不相往来的自然村开始结对搞
起了文艺表演……说起恭城瑶族
自治县平安镇桥头村近年来的变
化，村党总支书记黄刚不无骄傲
地说是“道德村长值日制”带来
的可喜变化。今年 8 月，桥头村
创新乡村管理模式，出台实施
“道德村长值日制”，乡风发生
翻天覆地的变化，该村快速实现
了干群思想由“散”到“聚”、
村容村貌从“乱”到“美”的大转
变。

▲改建后的恭城瑶族文化村举行开圩仪式。 通讯员梁辉 摄

▲“道德值日村长”在清理村里的垃圾。 记者汤世亮 摄

在桥头蟠龙屯的微信群中，大家都
为道德值日村长的工作点赞。

记者汤世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