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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4 日，桂林生命与健康职业技术学院
开启了一堂特殊的“云课堂”，在学院即将开学
复课之际，特邀广西壮族自治区江滨医院驰援武
汉的一线医护人员为学院全体师生分享抗疫一线
故事，直播活动吸引了 5000 多名网友在线聆
听。江滨医院的 5 位抗疫英雄——— 郑立、覃宇
奇、邹炎华、童斌、李沛蔓，分别从一线抗疫故
事、公益歌曲《出征伐疫》创作及防疫知识讲解
三个方面展开直播，为学院师生及网友观众描述
了最为真实的抗疫一线场景。

直播中，主讲人之一——— 广西第一批援鄂医
疗队三组组长、广西壮族自治区江滨医院呼吸康
复科主任郑立坦言，在支援过程中对未知的疫情
虽抱有恐惧之心，但在接到援鄂通知后，依然毫不
犹豫地逆行而上出征武汉。郑立表示：“国家在召
唤，武汉同胞有需要，身为医护人员与生俱来的责
任和担当，我必须义不容辞去到一线战斗！”让桂
林生命与健康职业技术学院的师生们连连赞叹。

当无数逆行者奋战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一线
时，万千身影里，“ 90 后”成为抗疫一线主力
军。此次抗疫直播课主讲人之一的李沛蔓就是一
名“ 90 后”护士，她是广西第七批援鄂医疗队

队员、广西壮族自治区江滨医院重症医学科护
士。李沛蔓表示：“作为一名党员、一名护士，
我有责任冲锋在一线。”在疫情关键时期，不少
“ 90 后”医护人员为战疫贡献力量，为更多年
轻人、医学生作出先进典范。

武汉一线抗疫的一个多月，在 5 位抗疫医
护人员心中留下了不少难忘的回忆。李沛蔓在直
播课中讲述，“全民抗疫”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拉得更近，“当时我们遇到了患者多、医护人员
少的情况，一位医护人员一天至少要照顾几十个

病人，很多患者看到我们这么辛苦，就提出痊愈
后做志愿者的请求，让我们都觉得很温暖。”

正如 5 位抗疫英雄在直播中提到的，心理
疏导在抗疫中的也不能缺席。疫情期间，心理健
康问题以 38% 的比例居搜索榜首，国家高度重
视，派出一支 419 人的国家心理医疗队前往湖
北，为一线医护人员、患者及家属打赢这场“心
理战”提供帮助。与此同时，抗疫英雄在直播课
中告诉中医学子们，除了日常防护等防疫措施，
社会大众心理健康问题同样备受重视，后期防疫
还需打响“心灵守卫战”。

在分享了自身抗疫一线故事，讲授防疫措施
后，5 位抗疫英雄还与桂林生命与健康职业技术
学院学子在直播后就疫情相关问题展开热烈讨
论，中医学子们从这场直播中学到了更多防护知
识。广西壮族自治区江滨医院预防保健科主任覃
宇奇解答了学院学生关于无症状感染者产生原因
的提问，他表示：“无症状感染者是指无相关临床
症状(如发热、咳嗽、咽痛等)，但呼吸道等标本核
酸检测或抗体检测呈阳性者。所有的无症状感染
者一定是与确诊病人有过接触史或者去过正在发
生疫情的流行区域，两周以上无新诊断病人的地

区不会无缘无故突然出现无症状感染者。从个
体水平来看，无症状感染者的传播效率约相当
于确诊病例的三分之一。无症状感染者就是潜
伏在人群中的‘定时炸弹’，所以大家还是不能
放松警惕。”

直播结束后，桂林生命与健康职业技术学
院师生纷纷表示从直播中学到了更多防疫知
识，以后会将这些知识运用于学习、工作中。

“疫情就是大课堂”，在桂林生命与健康职
业技术学院即将迎来开学复课之际，采用线上
直播的形式开启抗疫直播课，让抗疫英雄走进
大学课堂，不仅是学院抓好校园疫情防控工作，
巩固校园“防疫线”的体现，还能鼓励中医学子
们以抗疫英雄为榜样，学习他们抗击疫情中展
示出来的爱国情、报国志，积极主动把这些抗疫
英雄的精神融入到学习、生活中，激发中医学子
的使命与职责，学会奉献与担当，为成为优秀的
大健康人才、助力大健康产业发展而努力。

2020 年桂林生命与健康职业技术学院单
招工作正在进行中，想要报考的同学们可以登
录桂林生命与健康职业技术学院官网咨询或者
联系相关招生老师。 (杨凡 图/文)

“战疫就是大课堂”

桂林生命与健康职业技术学院师生共同聆听武汉一线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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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位桂林的又是立足于本地的摄影
人，如果说没去“天下银杏第一乡”灵川县海
洋乡拍过照片的，估计是凤毛麟角。本人自上
世纪末开始和友人进入此地拍照片，掐指一
算，也有二十多年了。但是，去多了，了解的
事情多了，却对海洋的历史沿革和村落聚集的
成因，则是越来越糊涂了，问了不知多少个县
里、乡里，乃至村里的人，没有一个说得清
楚。作为一位略对地方史感兴趣的人，借着乡
里邀我按我的“图说历史”体例拍摄海洋专集
的机会，经过两年多的调研、翻阅史料和通过
从事史学研究的友人查找，终于弄清楚了这两
个索绕在我脑海中多年的悬疑。

海洋乡因地处海洋山脉的中心地带而得
名，史上的海洋行政区域，因地处自唐代始安
县先后析出的兴安、灵川、临桂三县的边沿交
界处，历代历朝，不时有区域属地的微小调
整，对此，作为只记大事的史书，鲜有记载，
更别说有准确的纪年考了。只是从宋孝宗敕封
靖江府灵川县海阳山神为灵泽侯(1173 年)的批
文以及笔者于 2017 年 8 月在今海洋乡北边与
兴安县域交界的尧乐村委桥边村外见到的宋代
石桥(建于南宋淳祐辛亥年<1251 年>)的修建
记事石刻、《徐霞客游记》的记载和灵川县地
方志编篡委员会办公室出版的《灵川古今地名
纪录》(甘叠荣编著)等来综合研判，海洋乡的
行政区域，唐至南宋初期，其北半部与明清和
民国时期相同，属灵川地界；南宋后一段时期
可能短暂划属过临桂县东乡辖，元朝不清楚；
明清时期以海阳山南麓的海龙庵为界，此庵以
南和海洋街及其以南区域(即现在的江尾、国
清、安泰、思安头等行政村区域)属临桂县东
乡，民国时期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属临
桂(桂林)县海洋乡；而自海阳山海龙庵以北区
域(即大庙塘、大塘边、尧乐、新民、九连、
水头、小平乐等行政村区域)属灵川县，明清
时期称“四都二图”，民国初期叫“外两里
乡”，后更名为“漓源乡”，至 1951 年与海
洋乡合并称“海洋乡”，隶临桂县；再加上
1932 年设乡， 1942 年撤， 1957 年又设乡，
1962 年又撤的小平乐乡(又并入海洋乡)；还
加上 1959 年冬一半为临桂县海洋乡的村落，
另一半为从兴安县划属组建的隶临桂县海洋乡
的滨洞行政村；在海洋乡这块 200 多点平方
公里的区域上，史上为三县组合并曾设立过 3
个行政乡的区域，这既算是一段趣话，又客观
上造成了海洋乡历史沿革的错综与复杂。

而海洋乡的兴衰和发展，则与几条古道的
人流和物流走向密切相关。由于古代自中原地
区从广西方向进入岭南主要有 3 条古道：一
条是几乎与湘江—漓江水道并行的湘桂古驿
道，这是官道。再一条是自湖南道县经永安关
入灌阳县文市，再经全州的凤凰、安和，兴安
的漠川、高尚，最后进桂林城或去往大圩的湘
桂古商道。这条古商道到了高尚地段，除了全
州、灌阳过来的陆路商队外，还汇集了自湘江
运至灵渠分水处而无法继续走三十六斗灵渠水
路的商队。在高尚汇集的两路商队，根据不同状
况，可经灵田长岗岭商道入桂林城或去往大圩，
也可取道海洋街越大界岭去往大圩。还有一条
是自湖南江永经恭城龙虎关入境的古道，这是
一条人货共用的古道，入境后分两岔：一岔去往
恭城的县城方向，从那可以上船自茶江到平乐
三江口入桂江而下梧州；另一岔则经恭城的观
音、灌阳的洞井，自东往西穿过灵川县境的安
泰、小平乐、海洋街而去往大圩或桂林城。

湘桂古商道海洋线自兴安高尚进入海洋地
界的桥边村后，一路南行，至大塘边分岔，或
经大庙塘，或取道岩口村、大桐木湾到海洋
街；还有小支道经小桐木湾、黄土塘、水牛扼
前的古道穿过国清村去往潮田。另一条从龙虎
关古道过来的支线，自灌阳洞井境进入安泰
后，一路西行，经小平乐到达画眉弄旁的七井
圩，一条继续西行过大岭头、晒禾坪、九连、
大桐木湾，并入湘桂古商道支线到海洋街；一
条从画眉弄去往思安头，从思安头到大兴坪后
又分两岔：一岔去大境，另一岔则去往潮田。
因此，海洋街自唐宋以来，就成为了一处 3
条古道重叠的人流物流的过境集中地。据有关
资料记载，海洋街于唐朝开元年间(713-741
年)便聚落成村，至少在明朝以前就成圩了，

到了明朝嘉靖年间(1522-1566 年)朝廷已在此
设立“海洋堡”，作为交通要道上的重要节点
驻兵把守；清朝同治年间(1862-1874 年)，清
政府更是在此设“圩”收税了； 20 世纪三四
十年代桂黄公路和湘桂铁路修通之前，海洋乡
北边的兴安、全州、灌阳三县的土特产，大多
都要经过海洋街去往大圩上船运往梧州、广州。
街上开有多家油榨坊和许多店铺，营生以桐油、
茶油、白果为主；海洋街是各方商队和过往行
客的歇脚点，客商、挑夫一般都要在此住一
夜，街上客栈很多，以通铺为主。每当桐油、
茶油和白果的出货季节，外来客商和路过的商
队特多，街上拥挤不堪，经常每天要杀几头
牛、十几头猪供商队食用。这三方人流、物流的
汇聚，使得海洋街的确是热闹了 1000 多年。

自海洋街南行约 6 里到江尾村，从江
尾村北口进入大界岭，则是一路西行上山，
原古道路面在缓坡处为鹅卵石镶嵌的钉子
路；到了上下坡陡峭之处，则用大石块砌成
步阶，便于挑夫和骡马负重时发力和落脚。
古道从山脚盘延至山顶约 5 里，山顶最高
处建有凉亭，名曰：大界岭凉亭。从山顶西
面陡峭的石阶古道下山，至山脚再行约 8
里就可抵达大圩镇的涧沙村；商队挑夫一般
要在涧沙村吃午饭，饭后启程去大圩的熊
村。从涧沙到熊村为 20 多里地。海洋圩到
熊村圩两处相距约 50 里，刚好是一天的路
程。如起点早、贪点黑，货物又不是太重，
加上天气晴好，从海洋街出发，一天到达大
圩也是可以的。

海洋乡的历史沿革和过境古道
□吕建伟 文/摄

▲大界岭凉亭 ▲海洋古道过境示意图

▲通往国清村的古道支线
▲湘桂古商道海洋境内第一桥，为宋代古桥。

▲小平乐去往海洋街的古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