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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刘健 通讯员唐高云

苏海军是兴安县溶江镇中洞村委油榨
街村人，家中 6 口人只有苏海军夫妇有
劳动力。此前，苏海军一家人均年收入不
足 3000 元，除去生活需要，有时还要靠
借钱度日。近年来，在扶贫干部的帮助
下，苏海军一家通过产业发展不仅脱了
贫，而且还实现了致富，他也获得 2019
至 2020 年度桂林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奋进
奖。

有了好政策，苏海军发奋

图强终脱贫

“ 2016 年上半年，帮扶干部到我家
宣传扶贫政策，每户可贷款 5 万元，用
于发展产业。一开始，我不懂这个政策，
还一度反对过。”苏海军说，因为当时家
中本来就负债累累，没有本钱不用说，也
不懂养猪技术。贷款种、养若是赔了钱，
让他不敢想象。

苏海军说，帮扶干部的建议虽然当时
没有成功说服他，但养猪的想法却在他的
脑海里扎了根，并慢慢开始发芽。经过帮
扶干部的反复解释，他才知道这是扶贫政
策，而且不用还利息，这才使他消除了顾
虑。

“其实 5 万元贴息贷款正是我所需
要的，有了启动资金对我来说就意味着有
了希望。”苏海军说，他自己也默默地下
了决心，一定要把这钱用好，把养猪产业
搞起来。

拿到贷款后，他很快就建起了两间猪
舍，购猪仔、买饲料，开始了规模化养猪
产业发展道路。初中没毕业的苏海军，买
了不少养猪技术的书钻研，遇到不明白的
地方，就向技术员请教，而且经常跟着技
术员到养猪场实地学习。

2016 年，苏海军夫妻二人因为养殖
技术还不是很熟练，仅仅购进了 10 多头
猪仔，为了把这些“猪大爷”伺候好，夫
妻二人起早贪黑，精心照料。好在功夫不
负有心人，在 2016 年底的时候，苏海军
的 10 多头猪全都卖了出去，实现增收过

万元。
“有了第一次的成功，给了我很大的

鼓励，让我对致富有了更强的信念和信
心。”苏海军说， 2017 年，他扩大了养
殖规模，从十几头扩大到了 40 头。但是
规模的扩大也就意味着需要投入更多的精
力。于是苏海军整天琢磨着怎么养好猪，
经过不断摸索，他有了自己的一套养猪秘
诀，并且在养殖实践中，逐渐掌握了生猪
养殖技术。到 2018 年，苏海军已经养殖
了 80 头猪，成为了真正的养猪大户，同
年，苏海军家也实现了脱贫。

产业发展取得成功，苏海

军盖起了小洋楼

赚到钱后，苏海军夫妇一边继续发展
产业，一边用发展产业挣来的钱为自己建
造一个新家。

“当时虽然赚到了一些钱，但我们在
盖房的时候还是舍不得请师傅和小工。从
2016 年开始，一有时间我们就自己动
手，从下墙脚到砌墙、装模、扎钢筋、粉

墙、贴瓷砖等都是我们夫妻俩自己做
的。”苏海军说，经过三年的不懈努力，
2018 年底，一座三层小洋楼终于建成，
房前还有一个宽大的院子，附近村民无不
佩服他夫妻俩。

“我有今天的这个样子少不了国家政
策的扶持和帮扶干部的倾心帮助，也少不
了街坊邻居的支持。”苏海军说，所以，
他不仅将自家的猪养得好，还经常帮助其
他养猪户处理一些难题。周边只要有人向
他请教，他总是热心地帮大家解答，也经
常去其他人的猪场指导，传授他的致富
经，这使他成为了群众眼里经验丰富的
“养猪专家”。

今年，苏海军夫妇种植了 6 亩百香
果，存栏肉猪 22 头，母猪 5 头。自从去
年购买了小货车以后，猪饲料、肥料等都
由他自己开车到溶江镇上购买，仅运费就
可以节省几千元。

此外，苏海军的脱贫致富事迹也感动
了金石片区的人。今年 6 月 12 日，他还
获得 2019 至 2020 年度桂林市脱贫攻坚
先进个人奋进奖。

人物档案：
杨进美，男， 1958 年出生。

第三届自治区道德模范。

2014 年 5 月入选中央文明网“中国好人榜”。

2015 年广西第八届十大孝心人物。

资源县两水苗族乡塘洞村位于红军长征当年翻越的老山界
下。山区的早晨温度低，雾气蒙蒙，村旁盘山公路蜿蜒曲折，杨
进美骑着摩托车从晨雾中驶来，打破了山区的宁静。

每天清晨 6 时 30 分起床，到岳母床前询问病情，帮岳母倒
屎倒尿，洗手洗脸，做饭做菜，再喂岳母吃下，这是杨进美一天
的开始。

照料好岳母，自己吃点东西出门到 3 公里外的石场打工；
中午和晚上，还得抽空赶回家给岳母做饭喂饭，多年来一直如
此，风雨无阻。

1958 年，杨进美出生于资源县两水苗族乡烟竹村清山湾屯
一户普通的苗族家庭， 3 岁时父母离异， 5 岁时父亲再婚娶回
继母。家里兄弟姐妹多，家境贫寒。在这样环境下，杨进美一天
天长大。都说“穷人孩子早当家”，杨进美算一个，他 12 岁开
始从事生产劳动，几年后便成了所在生产队的一等劳动力。

1983 年， 25 岁的杨进美来到塘洞村打工，认识了汉族妹子
赵勋合。杨进美家庭条件不好，像他这样的男人，那时候想在小
山村里成家可以说是希望渺茫。但有情人终成眷属，杨进美身上
老实勤劳的品质打动了赵勋合。杨进美没能娶赵勋合回家，却到
塘洞村做了上门女婿。家里一贫如洗，连基本的住房都没有，两
人就结婚了。一开始他们只能暂借住在叔叔家。

通过勤劳的双手，第二年他们建起了属于自己的房屋，并将
岳父、岳母接到家中侍奉，后来生下一儿一女，日子越过越好。

可上天眷顾并没有持续多久。在短短十年间，岳父、生父、
妻兄、妻子相继因病去世。 2007 年年初，刚过完 80 岁生日不
久的岳母，也因中风瘫痪卧床不起，生活无法自理。

妻子和妻兄早逝，杨进美本可以像村里其他男人一样到外地
打工，将照顾岳母的事交给其他留守在家的女性亲属。但他并没
有这样做，照顾岳母的重担他一个人扛了下来。

除了岳母，杨进美还主动承担了赡养亲生母亲和继母的一部
分责任。有人建议他申请低保，他却说：“我没读过多少书，但
自小有一身好力气，只要能够通过自身劳动坚持下去，就绝对不
会把困难推给政府和社会。”

“这么多年，他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埋怨的话，没有给过一个
不耐烦的脸色，真是比亲生儿子还好。”杨进美的岳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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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海军：

发展产业建新家 贫困户生活大变样

学道德模范 树文明新风

杨进美：

他在岳母眼中

比亲儿子还好
□本报记者苏展

本报讯（记者景碧锋 实习生刘旺东
通讯员秦丽）6 月 7 日，一场突如其来的特大
洪水使阳朔遇龙河景区面目全非，景区基础
设施严重损毁。洪灾过后，景区公司不等不
靠，立即组织员工高效推进灾后重建和生产
自救，景区旅游得以快速复苏。

灾情发生后，区、市、县领导高度重
视，先后深入景区实地视察受灾情况，与景
区负责人进行深入交流，勉励景区坚定信
心，克服困难，并对景区灾后重建及恢复经
营提出了具体的指导性意见。

为解决资金紧缺问题，景区公司抢抓广
西区文化和旅游厅与中国工商银行广西分行

战略合作机遇，于 6 月 21 日与工商银行签
署了融资协议，为景区灾后重建提供了资金
保障。

景区公司在确保工程质量的同时组织人
力物力，加快工程进度，快速开展一系列基础
设施灾后重建工作：阳朔县梦幻遇龙展示中
心和阳朔县田园综合体梦幻遇龙水车游客服
务中心的建设，6 座 3A 和 3 座 2A 级旅游
公厕被水浸泡后的翻新改造，游客休息长廊、
景区及步道绿化的修复，稻田禾苗损毁的补
种，景区电力、网络等管道的重新铺设、竹筏
吊装设备的修复改造，被洪水冲损威胁景区
游客安全的道路，河堤河坝、桥梁等公共设施

的修复……公司领导奔走各施工现场，摸
底子、出设计，定方案、促进度，重细节、抓
落实，保安全、保成效，使景区快速有序恢
复经营。

在公司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景区
各项灾后重建及在建项目得以快速高效推
进，景区焕发勃勃生机。至 7 月 19 日
止，已完成修复损毁建筑面积 1340 平方
米，旅游公厕 9 座，景观栏杆 1200 米，
码头及步道绿化 11000 平方米，完成新
建“梦幻遇龙”展示中心灾后修复并投入
使用，“梦幻遇龙”水车游客服务中心灾
后修复并投入使用，所辖六个码头恢复正

常营运开漂。
灾后重建工作刚告一段落，为使景区

旅游快速复苏， 7 月 16 日，景区公司又
赶往南宁参加“广西人游广西”全域旅游
大集市活动，为遇龙河景区竹筏游及遇龙
河香米作推广。

7 月 14 日景区迎来首个“千人游”
旅行团，重建后的万景码头旅游复苏，旅
游团队纷至沓来。各码头恢复漂流，景区
游客逐日增加，景区呈现勃勃生机。景区
公司全体员工凝心聚力共克时艰，成功走
出灾后困境， 7 月份以来单日最高游客
接待量已达 4519 人次。

本报讯（记者徐莹波 通讯员刘燕 实
习生蒋泓怡）记者从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获
悉，第六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
新创业大赛“数广集团杯”广西赛区选拔赛
现场总决赛于日前在贺州学院举行。在大赛
上，该院参赛项目“果睿胰——— 全球首创针
对重症胰腺炎患者的抑酶型肠内营养制剂”

荣获金奖，并作为高教主赛道——— 师生共创
组唯一优秀项目向全区参赛单位进行展示。

据悉，本次大赛以“我敢闯、我会创”为主
题，共有来自广西区内的 101所学校的 6.9万
余个项目参赛，参赛学生达 31 . 2 万人次。其
中，来自 50所学校的 287个项目、1100多名
师生参加现场总决赛，高教主赛道、“青年红色

筑梦之旅”赛道、职教赛道三个赛道共产生
金奖 83个、银奖 172个。在比赛中，桂医附
院参赛项目“果睿胰——— 全球首创针对重症
胰腺炎患者的抑酶型肠内营养制剂”，由广
西肝脏损伤与修复分子医学重点实验室、肝
胆胰外科实验室三位博士研究生王雪红、邱
志东、董未实施；大赛评委马德富对该项目

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该项目具有极高的创新
性，既是医学类院校参加该项赛事的典范之
作，也是培养医学人才的重要载体。

桂医附院相关人士表示，该院将以此
次获奖为契机，坚持医药学专业与创新创
业教育相融合，持续提升医院科研技术水
平，更好地为市民提供医疗健康服务。

阳朔遇龙河景区：

灾后重建高效推进 景区旅游快速复苏

桂医附院一项目获中国国际“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广西赛区金奖

本报讯（记者刘倩）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六稳”
“六保”的指示精神，助推我市旅游业走出疫情影响的困局，为
桂林旅游发展再上新台阶提供理论参考和智力支持，日前，市社
科联、广西五云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共同举办了“桂林旅游后
疫情时期发展趋势与展望”研讨会。

会上， 2 位企业负责人和 6 位专家分别进行了发言。这 8
位发言代表涵盖了我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社科专家学者，大
家紧贴桂林实际，围绕“桂林旅游后疫情时期发展趋势和展望”
的主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广泛的论述，提出了很多真知酌见，
为下一步桂林旅游和旅游企业的破局提出了很多具有很强针对
性、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大家认为，后疫情时期，桂林旅游要
用好用足支持政策，完善政策措施；练好内功，提高全市旅游业
发展内生动力；完善旅游产品体系，优化旅游产品供给结构；重
点补短板，提高旅游公共服务能力；注重宣传推广，提升旅游目
的地形象；注重活动聚气，运用智慧赋能等多种形态；发展夜游
经济，实施夜间突破。

市社科联举办

“桂林旅游后疫情时期

发展趋势与展望”研讨会

本报讯 日前，桂林市第二期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护士培训班开班，培训旨在提高基层护理人员的业务技能，帮
助他们掌握最新的临床护理操作技能，加强全市护理队伍人才梯
队建设，从而提高基层医疗水平，更好地为辖区群众提供优质、
便捷、有效的医疗保健服务。本次培训由市卫健委主办，市第二
人民医院承办，全市 17 个县（区、市）近 200 名护理骨干参加
培训；培训特别邀请到广西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技术指导中心、自
治区人民医院和市内多家医院知名专家为学员授课，包括理论和
技能实操训练两部分，培训结束后还对学员进行了考核。

（记者徐莹波 通讯员唐大钧）

本报讯 近日，“秀峰区健康素养优生优育促进行动——— 优
生优育健康知识进家庭”巡回讲座来到秀峰区甲山街道甲山村委
会，为居民们开展优生优育健康知识讲座。此次讲座邀请到了桂
林市妇幼保健院的专家们来到现场，为居民们讲解了《孕育健康
宝宝》《儿童眼保健知识》《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 智护训
练》等专业知识，通过培训提高辖区育龄家庭优生优育水平，同
时科学引导家庭重视婴幼儿营养、健康状况，指导育龄家庭科学
做好婴幼儿护理，提高家庭科学育儿能力。

（记者孙敏 通讯员刘赵城）

■榕城短波

我市对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护士开展专项培训

秀峰区举办“优生优育健康知识

进家庭”巡回讲座活动

创收不再单靠种柿子

平乐长滩村

桂花梨丰收上市

本报讯(记者苏展 通讯员廖伟高
文/摄)眼下正值平乐镇长滩村委张家榨村
桂花梨丰收上市。据了解，从 2015 年开
始，该村开始发展桂花梨产业，村民收入
不再依靠单一的柿子种植产业。目前梨子
产业已带动村里及周边 42 户贫困户通过
土地流转和果园务工增收，成为了村民增
收的“金果”之一 。

据长滩村委副主任杨茂情介绍，近年
来，桂花梨子市场价格走俏，种植户可以
选择自销或者卖给合作社，没有销售难等
后顾之忧，不仅可以立足两广和港澳市
场，还可以销往区外其他地区，市场竞争

力强，颇受消费者的欢迎。
长滩村充分发挥党支部及党员干部在

产业发展中的战斗堡垒和先锋引领作用，
采取“党支部+合作社+贫困户”的发展
带动模式，有效地辐射带动了全村群众积
极参与到梨产业的发展中。

同时，长滩村将特色种植产业与乡村旅
游、林下种养殖、电子商务及创业务工等其他
优势产业有机结合起来，吸引贫困群众积极
参与，逐步实现产业立体化全覆盖，为实现跨
越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截至目前，长滩村群
众共发展桂花梨种植 150余亩，实现亩均产
值 6万多元，有力助推了全村脱贫致富。

▲近日，永福县禁毒委 24 个成员单位和禁毒宣传志愿者，在该县县城凤山公园门
前举行以“大美永福 绿色无毒”为主题的集中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向现场群众发放禁毒宣传手册、环保袋，讲解禁毒知
识，并提醒群众要善于辨别毒品的“伪装”，充分认识毒品的危害，自觉抵制毒品。该
县禁毒委各成员单位和禁毒志愿者也通过悬挂横幅，摆放仿真毒品、禁毒宣传展板，发
放禁毒宣传资料等形式向群众宣传禁毒知识。

记者景碧锋 摄

张
家榨村村
民在采摘
梨子。

永福：开展“大美永福 绿色无毒”主题宣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