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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文俊

“非常荣幸能够作为桂林市和
桂林疾控部门抗疫的代表，参加全
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这
既是对我个人抗疫工作的肯定，也
是对桂林全市和桂林疾控部门抗疫
工作的肯定！我认为荣誉属于集
体！” 9 月 9 日下午，记者通过
电话采访尚未回到桂林的潘定权，
他依然难掩内心的激动，对桂林及
桂林疾控部门的抗疫工作更是如数
家珍。

自参加工作以后，潘定权一直
从事公共卫生服务工作。他告诉记
者，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
但桂林市对疫情防控可以说是反应
及时有效、应对措施有力、防控效

果显著。作为国内外著名旅游城
市，桂林能在较短时间内将疫情控
制住，他感到非常自豪！

在全市疫情防控中，潘定权带
领市疾控中心团队第一时间对新冠
肺炎病毒和疫情进行监测和预防，
并第一时间向市委、市政府建言献
策。据统计，疫情期间该中心先后
向上级提出 80 多条意见建议，并
且大部分得到采纳。同时，该中心
第一时间成立工作机构，筹集应急
物资，组织党员干部成立“三个突击
队”，全面担负起病毒检测、流行病
学调查、深度参与湖北往返桂林人
员的管理等各项工作，成为全市疫
情防控重要的参谋助手，有力地控
制了疫情的蔓延，为全市疫情防控
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参加全国抗疫表彰大会期

间，潘定权和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先进代表们一起，受到党和国家
领导人接见并一起合影留念。“能
够参加全国性的大会并受到表彰，
真的感觉非常震撼、非常激动！”
潘定权说，特别是对习近平总书记
发表的重要讲话，记忆犹新。他
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通篇贯穿了
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并深刻阐述
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
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
疫精神，真正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
复兴的初心和使命。

潘定权表示，回来之后将继续
立足本职工作，带好团队，全力以
赴当好党委政府在公共卫生服务方
面的参谋助手，为全市疾病预防控
制工作贡献力量。

荣誉更是对全市抗疫工作的肯定
——— 访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书记潘定权

抗疫精神，在基层土壤里生生不息
——— 访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象山区南门街道翠竹社区党委书记汤瑛

▲潘定权(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汤瑛载誉归来。

弘扬抗疫精神 凝聚奋进力量
（上接第一版）“收看表彰大会并聆听
总书记重要讲话，眼睛湿了好几次。
这次抗疫取得重大成果让我深深感受
到，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面临

重大灾难时，中国人民没有什么不可
战胜。”市直机关退休党员赵国安深
情地说。

习近平指出：“在这次抗疫斗争

中，青年一代不怕苦、不畏难、不惧
牺牲，用臂膀扛起如山的责任，展现
出青春激昂的风采，展现出中华民族
的希望。”对此，荔浦市荔城镇党委

书记卓荣金表示，总书记的讲话将激励
各行各业的青年一代将责任扛在肩上，
以青春和热血坚决完成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记者周文俊 胡逢超 刘倩 孙
敏 通讯员阳婷婷 詹金容 张超群
莫徽鸿 黎耘）

□记者陈娟 实习生龚洁梅 文/摄

唐锡茂是全州高中数学教师，
1985 年师范学校毕业后，一直坚守在
教学一线。从昔日的风华正茂到如今
的两鬓斑斑，35 年来，他始终对教育
教学工作充满热情，对学生爱护有加。

“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
道德的引导者、思想的启迪者。”唐锡
茂在教学过程中，十分注重班风、学风
建设和学生的思想教育。对家庭贫困
的学生、学习困难的学生和有心理障
碍的学生，在生活和学习上他都给予
力所能及的资助、引导和帮助。

如果说“德”为师之魂，那么
“才”就是师之本。为了提高自己的
教学水平，唐锡茂不断进修学习。唐
锡茂所带的班级多次被评为校“文明
班级”、市“先进班级”，特别是他

所带的 2014 届、 2017 届班级，学
生基础都很差，学习成绩原本是年级
倒数第一，三年后高考都成功逆袭，
一跃至年级前列。

2011 届学生宾某因纪律差、学习
差被原班主任劝退后转入唐锡茂的班
级。高二时该生家里又惨遭变故，他耐
心教育、细心关怀，帮助宾某走出阴
影。如今宾某已本科毕业，也走上了中
学讲台。2017 届学生唐某无心学习，
成绩徘徊在 200 多分，唐锡茂不言放
弃，一次次批评教育、耐心引导。高三
时该生成绩上升至 500 多分。像这样
将差生转变成功的例子，在唐锡茂任
教的每一届班级中都有很多。

虽然已多次获得县、市“先进工
作者”“优秀教师”等光荣称号，但
唐锡茂说，做一名老师是他人生的选
择，做一名优秀教师，是他人生的目
标和追求。

桂林市优秀教师唐锡茂：

教师是人生的选择
优秀教师是一生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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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陈娟 实习生龚洁梅 文/摄

“一走进教室，我就精力充
沛。”灌阳县直属机关第一小学校长
刘黎明有着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他对教育工作充满热情，善用自己的
实践经验，源源不断地为学校建设和
发展注入活力。

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刘黎明一头
扎进灌阳县边远山区西山瑶族乡任
教，为山区教育奉献了 10 年时光。
之后被调到黄关镇任职， 2012 年被
提拔为灌阳县直属机关第一小学副校
长， 2016 年升任校长，已在教育教
学一线服务了 27 年。

担任校长后，为打造一所有特色
的品牌学校，刘黎明废寝忘食，以校
为家，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工作
中。他动员全校教师积极参与学校管

理工作，充分发挥集体智慧为学校建
言献策。经过几上几下反复讨论，仔
细斟酌，学校制定出台了各种规章制
度，共计 38 项。新的校规更加符合
学校实情，体现时代精神。实践证
明，新的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极大
地促进了教育教学改革，收到了以制
度治校管人的良好效果。

刘黎明将多年来的教学和管理经
验撰写成教育教学论文，先后在《教育
观察》上发表并获多个奖项。同时，刘
黎明相当重视教师队伍建设。他一方
面紧抓师德师风建设，一方面组织开
展各学科教研活动。教师们通过资源
共享，不断优化自己的教学，提高业务
素质和教学水平，力争成为师德高尚、
业务过硬的教育工作者。

刘黎明在各个岗位上都尽职尽
责，业绩突出，多次被评为市优秀德
育工作者、市优秀教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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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德树人奋进担当 教育脱贫托举希望

桂林市优秀教师刘黎明：

把饱满的热情
奉献给教育事业

本报讯（记者周文俊） 9 月 7
日上午，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石春莲
来到叠彩区叠彩街道办清秀社区人大
代表联络站，与城区、街道、社区各
级人大代表开展进站履职活动。

在清秀社区，石春莲一行召开以
“推进爱国卫生运动助力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为主题的民情沟通会，听取
联络站各级人大代表和社区干部反映
辖区民生热点难点问题。

会上，叠彩区各有关部门现场
就有关问题进行回应。据介绍，今
年以来，叠彩区陆续对辖区 200 个
老旧小区进行改造提升，全面有效
解决老旧小区存在的问题。同时，
针对代表们反映的一时难以解决的

问题，将组织相关部门进行会商，
共同协调破解。

石春莲对联络站代表提出的问题
及 2019 年民情沟通会中部分意见建
议落实情况进行回应。她希望联络站
人大代表继续一如既往地心系群众困
难，倾听群众心声，努力为民发声、
为民服务。各级政府部门要认真听取
人大代表和群众意见建议，结合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采取扎实有效措
施，全力为民办实事、办好事、解民
忧，提升群众幸福感和满意度。

活动中，各级人大代表现场查看
了正在改造中的水泵厂宿舍小区，并
到清塘小区开展清理杂草、清扫垃圾
等爱国卫生运动。

市领导到人大代表联络站
开展进站履职活动

本报讯（记者陈娟） 9 月 9
日，我市举行 2020 年优秀教师表彰
会，一批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和优
秀教育工作者受到表彰。

近年来，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
作者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教书育
人、爱岗敬业、无私奉献，涌现出一
大批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优秀教师、
优秀班主任和优秀教育工作者。在第
36 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市教育局决
定，认定周剑等 400 名同志为桂林
市优秀教师、陆雪芳等 120 名同志
为桂林市优秀班主任、阳晓春等 61
名同志为桂林市优秀教育工作者。

表彰会还对乡村学校从教满 10
年的教师发放了荣誉证书， 4 位先
进代表分别作了典型发言，激励广大

教师继续发扬优良传统，以饱满的
工作热情和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扎
实工作。

表彰会提出，我市教育工作要
坚持优先发展教育的战略地位不动
摇，要坚持立德树人，培养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切
实关心关爱教师，要在政治上、思
想上和生活上关心教师，依法保障
和提高教师待遇，切实为教师办实
事、办好事，帮助教师解决生活、
工作和学习培训中的实际困难，使
教师安心从教、乐于从教，从而加
快推进桂林教育改革发展步伐，提
升桂林教育事业发展水平。

副市长兰燕参加表彰会。

我市表彰一批优秀教师
和优秀教育工作者

我市召开庆祝教师节座谈会
（上接第一版）全市教育战线的同志
要紧跟新时代、把握新要求，努力在
推动桂林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作为。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聚焦“怎样培养人、培
养什么样的人”这个根本问题，把抓
好学校党建工作作为办学治校的基本
功，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
要加快补齐教育发展短板，加大教育
事业投入力度，加快优化教育资源配
置，加快建立教育扶贫长效机制。要
全面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深入推
进中小学教师“县管校聘”管理改革和
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以及教育督导体
制机制改革。要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
师队伍，切实提升教师业务水平，抓好
师德师风建设，关心关爱广大教师。要
深化政校企融合发展。市委、市政府将
一如既往关心和支持大中专院校发
展，进一步完善政校企联动机制，为学

校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希望各大中专
院校在努力创品牌学校、创一流学科
的同时，继续各显其能、各展所长、
融合联动，继续深化政校企合作。

秦春成在主持座谈会时要求，针
对大家提出的意见建议，市直各有关
部门要认真梳理研究，积极吸纳到今
后的工作中，努力为全市广大教师解
难题、做好事、办实事。要继续大力支
持教育事业发展，加大教育投入，改善
教育基础设施，帮助教师解决实际困
难，不断提高教师待遇和社会地位，提
升教师职业吸引力，倡导全社会尊师
重教，形成优秀人才争相从教、教师尽
展其才、好教师不断涌现的良好局
面，推动我市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市领导赵仲华、彭代元、彭东
光、兰燕，市政府秘书长丁东弟，市
直有关部门以及各县（市、区）主要
负责同志出席座谈会。

9 月 12 日（星期六） 20:00 ，桂林市将在市中心广场举行“决
胜全面小康 决战脱贫攻坚”广场文艺演出活动，组织单位为秀峰区
人民政府，演出节目有舞蹈、小品、小组唱等。欢迎广大市民及中外
游客前往观看。

中共桂林市委宣传部
桂林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周末大家乐”广场文艺演出预告

本报讯（记者周文俊）近日，副
市长钟洪带领市食安办、市市场监管
局及七星区政府等有关负责人组成督
导组，对我市部分餐饮企业使用公筷
公勺、制止餐饮浪费等情况进行督导
检查，进一步推动全市餐桌上的文
明，助力成功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餐桌文明是衡量一个城市文明程
度的重要内容之一。督导组先后来到
桂林香格里拉大酒店、碧玉国际大酒
店，现场查看餐厅餐桌上的餐具配备
和放置、厨房内的食品安全生产、制止
餐饮浪费行为的氛围营造等，并现场
向就餐的市民宣传使用公筷公勺、实
施“光盘行动”。同时，详细了解企业疫
情防控措施落实等有关情况。

记者现场看到，在接受督导检查

的餐饮企业中，每张餐桌每个餐位都
按标准放置桌卡、碗、茶杯、骨碟和供
吃饭、夹菜分开使用的两双筷子、两个
勺子；酒店通道和餐厅内均放置“反对
餐饮浪费 使用公筷公勺”的宣传牌
子；服务人员上菜会细心提醒客人使
用公筷公勺，并在客人就餐结束后提
醒大家将剩饭剩菜打包干净。

督导组对两家接受督导检查企业
落实使用公筷公勺和制止餐饮浪费行
为等工作充分肯定，希望广大餐饮企
业严格按照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相关标
准和要求，落实落细各项措施，以优
异成绩迎接创城“国检”。

据了解，市市场监管局已于近日举
办公筷公勺培训会，并对 22 家报检餐
饮企业安排专人开展定点包联检查。

市领导督导餐饮企业使用
公筷公勺和制止餐饮浪费

□记者韦莎妮娜 文/摄

9 月 8 日上午 10 时，全国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在北京人
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以国之名，向这个春天里那
些平凡而又伟大的人致敬。正是
有了他们，疫情渐消散，山河仍
无恙。

在一长串闪亮的名字中，有一
位普普通通的社区工作者：撇下一
双儿女，顾不上丈夫，两手空空没
准备年夜饭——— 她，不是一个合格
的母亲、妻子；但 100 多个楼栋
摸得门儿清， 9134 人排查无一脱
漏，始终坚守在最危险的疫点———
她，是一名合格的“小巷总理”。

她就是象山区南门街道翠竹
社区党委书记汤瑛。在疫情最凶

险的时候，是她带头冲在最前
面，手机也永远都是常亮的状
态。 1 月 29 日，象山区将翠竹社
区鸣翠新都小区 23 栋设为新冠肺
炎感染疫点，整栋楼的居民都将
实行居家隔离。汤瑛一面带领社
区工作人员做好居民的心理疏导
工作，同时带领社区“两委”成
员在小区 23 栋门前 24 小时轮流
值守，并每天为居民采购和分发
生活物品。至 2 月 6 日鸣翠新都
小区解除隔离时，她为居民解决
问题 100 多个，帮助购买、分发
生活物品 180 多批次，收集清理
生活垃圾 200 多公斤。 101 名居
民平稳顺利度过隔离观察期。

能在人民大会堂领取全国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和全国优秀
共产党员荣誉证书、奖牌，是汤瑛
人生中的高光时刻：“ 8 日清晨 5

点我就起床了。当接过证书和奖牌
时，我内心非常激动。这个荣誉很
重，它不仅属于我，更是属于集体
的。正是有了党和政府的正确决策
和指导，才能取得抗击疫情的胜
利。”

汤瑛说，在表彰大会上，有两
个时刻让自己热泪盈眶，深受鼓
舞。一个是习总书记所概括的“生
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
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
神”，一个是年过八旬的钟南山院
士步履铿锵地迈入大会堂。

载誉归来，汤瑛立即放下行
囊，又投入到了创城一线。“我来
自基层，基层就是我成长的土壤。
伟大的抗疫精神给予了我源源不断
的动力，我将继续服务好每一位居
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