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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恭城

!"#$ 年 % 月 #$ 日

我县召开!"#$年艾滋病防治工作协调会
'月*,日! 我县召开艾滋病防治工作
协调会议# 县领导吴艳琴出席会议# 会议
通报了我县近年来防治艾滋病疫情情况!
分析解读了%,*+年防艾委各成员单位的
工作职责及绩效考核标准!研究部署下一
步工作任务#
据了解!截止到今年"月!我县累计报
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共计$$$例!
累计报告死亡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
人)"例#
会议指出!艾滋病防治工作是一项长
期$复杂$艰巨的任务# 各成员单位一定要
认清形势$提高认识!切实增强做好全县

防艾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努力形成齐
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强化措施!狠抓落实!
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 加强部门协作!明
确履职!依法加强监督管理!坚决遏制艾
滋病传播蔓延# 要切实加大宣传力度!采
取多种形式和方法普及艾滋病的防治知
识!不断提高广大群众自觉抵制艾滋病的
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要齐抓共管!压实
责任!进一步完善健康防控工作机制# 要
加强督导!注重检查!落实责任追究!严格
经费管理!采取更有效的措施全力做实做
好防艾工作#
"梁辉

我县浓厚的瑶族文化吸引&%%多深圳师生前来体验

!'月*$3*!日! 深圳市桃源居中澳实
验学校*,,多师生到我县体验瑶族文化风
情#
同学们怀着强烈的好奇心来到恭城
瑶族博物馆!跟随讲解员的步伐了解恭城
浓郁的瑶族风情!感受恭城悠久的历史文
化底蕴!博物馆内展示的多姿多彩瑶乡民

族文化令同学们赏心悦目! 流连忘返#
师生们兴高采烈地来到我县文化传承
创新职业教育基地参观体验恭城油茶
制作!品尝有4爽神汤4美誉的恭城油
茶!并跟民族职业教育中心的老师们唱
起油茶歌$跳起了油茶舞#
5!日!观音乡观音小学的师生们冒
雨早早地候在校门口! 唱起迎宾歌!跳
起迎宾舞迎接深圳远道而来的老师同
学们!师生们被瑶族小朋友的热情深深
感化!纷纷向瑶族朋友询问请教瑶族歌
舞文化!同学们沉浸在欢歌笑语中!临走
时同学们互赠礼物结下深厚的友谊#
近年来! 我县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结
合瑶乡厚重的文化底蕴6 扎扎实实在开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机关$进学校$进农
村$进社区$进企业$进家庭7六进4工作!使
瑶族文化得以传承发展# "李茂香 文&摄

龙虎乡!多措并举扎实开展防溺水工作
每一位村民都知晓预防中小学生溺水工
作的重要性!并在各村党员微信群$村两
委干部微信群转发并收看 '广西预防中
小学生溺水安全教育警示片(!提高广大
党员$群众的安全意识)结合河长制# 要
求各河段河长结合河长制工作同时开展
防溺水工作#对危险区域进行排查#组织
乡村两级干部对区域内山塘$水库$河道
等危险区域进行排查! 并树立警示标识
牌# 督促乡中心校按要求做好学生防溺
水相关工作# 加强辖区内各小学校内学
生防溺水宣传工作!做好'致家长的一封
信(的发放工作$签订好学生防溺水安全
协议书! 提醒督促家长加强对学生的安
生教育和监管#
"钟小花 盘东荣

观音乡!三大举措切实抓好防溺水工作
今年以来!观音乡认真贯彻落实区$
市$县相关文件和会议精神!全面深入开
展防范中小学生溺水工作#
开展安全隐患排查# 组织乡村干部
对辖区内水域的安全隐患进行全面细致
的排查! 在易发生溺水的地方设立防溺
水警示标志$加装防护设施!对可能发生
溺水事故的危险地段安排人员开展安全
巡查# 对辖区内学生上下学途中的河道$
水库$池塘$水坑进行全面$细致排查!设
立醒目的防溺水警示标志#
加强对重点人群$ 重点时段的安全
管理# 节假日提前提醒家长预先告知工

我县组织收听收看!%&$年全区医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为加快推进全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部署%,*+年医改重点工作任务!'月*,日!
自治区人民政府在南宁召开全区医改工作
电视电话会议!我县设分会场# 县领导吴艳
琴!各乡%镇&分管领导$县委组织部$县委
宣传部$ 县委编办等县直相关单位负责人
在我县分会场参加会议#
会议深入贯彻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
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大决策部署!总

结%,*&年全区医改工作! 部署%,*+年医改
重点工作任务# 自治区副主席黄俊华在会
议上强调!各级各有关单位要认真履职!抓
重点破难点!同心协力$狠抓落实!协调推
进医改各项工作有效开展# 要将促进健康
的理念融入公共政策的实施全过程! 推动
健康$文化$体育等重要领域的融合发展!
为推进健康广西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确保
全区医改工作取得新成效#
"费丽

广西现代特色农业核心示范区验收监测组
到我县验收考察
'月*,日!广西现代特色农业核心示范
区验收监测第四组到我县验收考察! 县领
导江选文陪同#
验收组一行先后来到鹏宇兄弟柑桔示
范农场$栗木镇沼气全托管展览室$栗木街
文化广场$ 桂林柿宝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莲花红岩中国月柿博物馆$红岩万亩柿
子林$ 县华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等地进行
实地走访考察! 并听取相关负责人情况汇

报# 验收组对我县创建农业核心示范区所
做的工作及取得的成效表示肯定! 认为我
县在创建农业核心示范区工作中! 较好地
实现了品种特色化$ 生产标准化的特色果
业提升目标!主导产业明确!柑桔和柿子品
质独特优异# 同时!对示范区在农旅结合!
发展电商运营和休闲农业观光游产业提出
了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王晓

'恭城油茶小镇杯 我要上自治区运动会'第五届
广西城乡万人气排球赛恭城赛区比赛成功举办
4恭城油茶小镇杯 我要上自治区运动
会4 第五届广西城乡万人气排球赛恭城赛
区比赛成功举办!%&支队伍$,,余人经过!
天)&场激烈角逐! 最终县直一小公安联队
和民族实验初中联队分别获得男子组$女
子组冠军#本次比赛由自治区体育局主办!
县文广体旅局协办! 桂林恭城财贸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冠名赞助#

据了解! 广西城乡万人气排球赛是自
治区传统群众体育活动之一! 自%,,'年举
办首届比赛以来! 吸引了众多体育爱好者
参与# 广西各地通过广泛开展群众参与度
高的气排球体育运动! 有利于增强广大群
众的身体素质! 提高城乡气排球水平!提
升4广西城乡万人气排球赛4品牌赛事的影
响力和号召力#
"梁辉

村民家中液化气罐着火 民警及时灭火化解险情

预防为主 安全第一
当前!各中小学已开始放暑假!为切
实做好学生和留守儿童的暑期安全防范
工作!提高学生们的安全意识!防止溺水
悲剧发生!龙虎乡多措并举!扎实开展防
溺水工作#
加强领导!及时布置防溺水工作#成
立预防中小学生溺水工作领导小组和制
定应急预案!召开全体干部职工$村定工
干部$乡直单位负责人工作会议!提高预
防中小学生溺水的工作意识!并传达区$
市$县相关会议$文件精神及领导指示#
加大宣传力度#张贴防溺水宣传标语$悬
挂横幅!,余条!在沿路显眼处$山塘$水
库$渠道$河道等十多处区域制作防溺水
宣传牌#各村通过召开党员会$村民会议
强调预防中小学生防溺水工作! 做到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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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节假日是学生溺水事故的高发期!要
求家长充分发挥监护人的监管作用!确
保节假日期间的学生安全#
深入宣传!营造氛围# 加大防溺水教
育宣传力度!确保宣传教育的知晓率$到
位率和覆盖率!通过编印'给家长的一封
信($开展4珍爱生命!预防溺水4的安全
知识教育课$播放防溺水宣教片等方式!
以典型事例警示学生! 切实提高学生防
溺水的意识和识别险情$紧急避险$遇险
逃生的能力!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各部
门通力合作$齐抓共管的积极氛围#
"陈俊

防溺水'三字歌'
讲安全!是第一!防溺水!要牢记!听爸妈!听老师!不疏忽!不大意# 好学生!莫戏水!
危险处!莫要去!塘库河!水域深!无家长!不游泳# 雨季到!水位涨!万不能!近水旁!
夏日炎!水清凉!危机在!暗中藏# 见玩水!要劝阻!小伙伴!相互帮!见溺水!大声喊!
贸然救!更危险# 防水患!敲警钟!人人传!个个讲!爱生命!防溺水!心中记!永平安#

近日!县公安局快速出警!迅速扑灭
一起火灾事故!最大限度减少群众的财产
损失#
'月*!日*'时许!嘉会派出所接到群众
报警"在吉山秀才桥村有一村民家中液化
气罐着火# 警情$火情都刻不容缓!民警立
即赶往事发地点!经初步调查!是液化气
罐起火!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其他财产
损失# 当时火苗不断从瓶口喷出!情况十
分危急!而且两旁都是民宅!如果不迅速
扑救! 很有可能殃及隔壁左右的房屋!造

成更大的财产损失# 火情不容犹豫!民警
立即进行救火! 由于起火已经有一段时
间!液化气罐的出气口已被烧变形!无法
正常拧动气阀!民警迅速找来湿布灭火并
用冷水帮助罐体降温! 防止火势重燃!最
终将火扑灭#
民警快速救火! 成功消除了安全隐
患!确保了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赢得了
群众的一致好评#
" 欧东平 蒋鑫

警 方 在 线

简 讯
近日!西岭镇卫生计生监督站到各村屯开展卫生巡查工作!同时开展扫黑除恶
宣传# 共巡查了*,个村卫生室以及$所小学# 主要检查村卫生室是否合法经营$医疗
废物处理是否合乎规范!以及学校传染病防治工作$饮用水安全$学校宿舍卫生等!
对在巡查中发现的问题!协管员当场作了现场巡查记录!并要求有关单位立即落实
整改# 在巡查中!将卫生巡查与扫黑除恶工作相结合!向群众发放扫黑除恶宣传单!
了解群众身边是否存在有横行霸道!欺压群众!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
"李淑华
为进一步规范发展党员工作!提高村$居党务工作者的业务水平# 近日!莲花镇
组织开展发展党员工作培训会#
通过培训!使莲花镇党务工作者统一思想认识!提升业务能力!在全面掌握发展
党员工作程序的同时也解决发展党员工作中存在的疑问!将为莲花镇今后党员发展
工作的进一步规范化$党员结构的优化和党员质量的提升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龙兴
近期!县交通运输执法大队人员充分利用各种形式和载体!围绕4规范执法$服
务为民4的主题进行宣传#
本次活动共出动执法人员*%人!教育劝阻车辆*&辆!走访运输企业及货运源头
企业%,家!发放宣传资料!,,份!悬挂宣传横幅*,条!为我县道路运输市场营造了良
好的氛围#
"王驰骋

恭城镇开展产业扶贫竹鼠养殖培训
近日!恭城镇专门组织%,位建档
立卡贫困户开展第一批竹鼠养殖技
术培训活动!计划还将加大系列培训
力度!力争覆盖更多有养殖意向的贫
困户进行专题培训活动!旨在促进产
业扶贫!增加贫困农户收入#
"郑智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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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女孩名叫梁新青!她出生仅
两天就被遗弃在菜市! 被当时路过的恭
城瑶族自治县平安镇蚂蟥塘屯的梁崇月
抱回家!养育了%'年# 前几天!懂事的梁
新青让养父养母穿上婚纱和大红唐装!
拍全家福# 而这背后凝聚的是一个感人
的亲情故事#
因为家庭贫困!梁新青只读到初一
就辍学了!走上了漫长的打工路# 养父梁
崇月一直教导养女做人之道!总说"要做
个诚实善良的人# 梁新青*)岁时在县城
饭店打工!月薪是',,元# 有一次打扫卫
生!她捡到),,元!主动交给了老板# 很多
人说她傻!养父却给她点赞"穷不要紧!
穷要有志气#
梁崇月和周妹仔夫妇平时靠种果
树$挖草药维持生计!以前住在一座百年
老屋# 但穷苦比不过亲情的重量!夫妻俩
一件衣服往往穿*,年以上! 却把省下的
钱!给养女梁新青买衣服和食品# 梁新青
更是省吃俭用!打工的前"年!她每月只
用",元!把钱都攒下来# %,*)年!家里的
旧房倒塌!梁新青把*8"万元存款全部交
给养父母!再加上政府的帮助!他们家建
起了一座约',平方米的瓦房#
'月*日是党的生日# 这一天!梁新
青把养父养母接到县城的影楼!拿出&&,
元!为养父母拍了一套婚纱照和他们9人
的全家福# 她说!是党的政策好!让她有
事做!有饭吃# 之所以选择这个特殊的日
子拍照!是因为养父母年龄大了!一生从
未穿过那么华丽的服装拍照! 就当是尽
孝!也是感谢党恩# 当然!她对两位老人
的说辞则是"4这是免费的# 4
"作者!刘教清 梁辉
来源!"桂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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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父养母在拍合影时!
梁新青在一旁用手?拍"

盲人冼瑞卿! 他用双手创造美好生活
在恭城镇茶南社区一条背街的小巷子里!有一家名
叫4小冼盲人按摩店4的店铺!面积不大只有%,多平方
米!装修简单# 店主是个4&,后4的盲人按摩师冼瑞卿# 在
他身上! 一点儿也看不到因身体残疾产生的自卑感!反
而他很阳光励志# 他这个年纪已事业小有成就!对人生
充满了自信#
为解决生活就业问题$主动学习保健按摩推拿技能
冼瑞卿出生于*+&,年9月!家住恭城镇太平街二巷9
号!他%,,9年结婚!婚后育有一个儿子!在恭城民族初中
读初一#
他原来是视力正常的人!%,,'年的一天突然一只眼
睛失明!%,,+年双眼完全失明# 由于患有眼疾!%,**年他
被评定为一级残疾人# 为了解决生活就业问题!减轻家
庭负担!他在舅舅的指点下学习保健按摩推拿技能# 冼
瑞卿的舅舅是一名中医医师! 毕业于正规中医专业学
院!擅长保健按摩推拿技术#几年间!小冼跟其舅认真学
习按摩推拿技术!由于悟性高!舅舅在学习中对他要求
也格外严格!他不久就撑握了各种保健按摩推拿技术手
法#
珍惜学习?会$前往桂林参加技能培训
虽然跟舅舅学到了一些按摩技能! 但小冼并不满
足# 为了提高自己的按摩手法技能!%,*"年&月!在县残
疾人联合会的推荐下!他前往桂林市参加为期),天的残
疾人就业保健按摩职业技能培训# 尽管他行动不当方
便!但他非常珍惜此次宝贵的学习机会#
在培训的日子里!他常常告诫自己"我是来学技术
的!求学机会来之不易!要努力学习!只有学到技术才能
自立!才能更好的为患者治疗服务# 他每天专心致志听
中医理论讲课$学习按摩手法#摸不清穴位!他就在自己
身上反复练习!背熟经络与穴位!掌握每一个穴位的功
效# 由于他刻苦好学!没有丝毫的杂念!进步也飞快# 学
习期满!取得了桂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授予的
保健按摩师和足部按摩师五级职业资格证书#
申请创业开店$得到相关部门大力支持
学成毕业回来后! 为了能让自己的技术更加熟练!

小冼经常为一些街道邻居好友患有颈椎病$ 腰扭伤$腰
椎痛$肩周炎的患者上门推拿按摩服务# 他心想!自己上
门为顾客服务!有时要家人带着!总不是个事儿!要是自
已能有一个固定的场所按摩店面为顾客服务多好啊#
可是开店的资金从何来* 近几年自己患有眼睛疾
病!家庭为自己治疗眼睛疾病已花费七八万元!还负债!
爱人仅靠到酒店做点小工维持家里生活! 小孩又在读
书!父亲贷款购买养老保险还没还清!家庭实在是拿不
出多余资金来创业开店#
这时!小冼想到了县残联部门# 抱着试试看的心情!
他向县残疾人联合会咨询创业资金补助方面的问题!希
望申请残疾人自主创业补助项目以期解决就业问题!减
轻家庭负担# 小冼的申请!很快得到了县残联的大力支
持和帮助!县残联批复残疾人自主创业资金",,,元给小
冼用于创业开店#
在县残联创业资金支持下!小冼向亲朋好友借了一
点!自筹一点!购置好开店按摩床等必要的设备!在自家
房屋进行简单装修!总共花费*8"万元!于%,*'年!月创
办了自己的4 小冼盲人按摩店4# 小店尽管门面规模不
大!但为了使顾客安心!合法经营!小冼不忘到县市场监
督管理局等行政主管单位办理合法手续# 当县市场监督
管理局辖区工商所得知小冼的实际情况后!热心主动上
门为小冼服务!为小冼的4小冼盲人按摩店4办理了营业
执照等证照#
靠信誉技术碐势加医德$赢得尊重
店面开张不久!周围的人都投来怀疑的目光!有的
不相信小冼盲人按摩的手法!有一段时间几天都没有几
个客人上门#
4恭城县城不大!盲人按摩不可能立即一下被人们
接受!但我不会放弃# 4小冼说!为了能让人们在最短的
时间里接受盲人按摩!他想了很多办法!做到特殊病症
特殊治疗#
有位',多岁的大爷!几年来肩周炎比较严重!抱着
试试看的态度!来到了4小冼盲人按摩店4!他患有肩膀
肌肉萎缩病症!自己穿衣服$脱衣服就有困难# 通过小冼

几个月的推拿按摩治疗!不仅生活可以完全自理!肩周
炎也基本痊愈#
自那以后!越来越多的顾客慕名而来!特别是一些
面对电脑办公的伏案工作者!包括教师等职业人群的顾
客居多# 从早上八点半到夜晚九点多!只要有顾客进门!
即使在吃饭或者睡觉!小冼都会马上为客人服务#
经过一段时间的奋斗! 小冼的按摩店渐渐走上正
轨# 县城按摩店很多!小冼认为自己在同行业中竞争的
优势是技术加医德# 技术重要!医德更重要# 他的顾客病
症什么类型的都有!颈椎病$腰扭伤$坐骨神经痛$骨质
增生等!他治疗颈椎和腰椎最拿手# 没有把握治好的病!
他一定会直言相告!以免耽误了顾客的病情#
到如今!事业的逐渐有成!小冼的生活和经济状况
也有了相应的改善和提高!生意越来越稳定!顾客越来
越认可# 开业近三年来!小冼按摩店面增加了中药泡脚$
拔罐$三伏贴等理疗经营项目!已为不少患者解除了病
痛# 口口相传间!他在县城周边群众中有了不错的信誉#
做善事帮助人$免费传授按摩技术和治疗
记者在采访小冼时!他乐观地说"4我虽然是盲人!
但是我的技术给人带来了健康!我也愿意把我的技术传
授给更多想学保健按摩的人# 虽然我看不见!但我可以
通过技术让更多的人恢复健康# 盲人的世界并不黑暗# 4
记者了解到!在小冼按摩店!经常有想学习按摩的下岗
失业人员人上门来请教! 以及外县来交流技能的同行!
小冼都毫不犹豫不保守的传授给需要帮助的人# 他还免
费为家庭贫困$身残志坚的人提供技术支持!从不收费)
即使是家庭困难的人$下岗失业人员来做店里做保健按
摩推拿!小冼都是向他们免费提供服务的#
在采访中!我们感受到小冼是一步步走向自强自立
的台阶!是来自社会的无限包容给予了他展现自我价值
的空间)是他的家人爱他不抛弃不放弃给予了他生存的
信心和能力!是残联部门的支持和帮助给予了他追逐明
天的勇气# 虽然他自认为成绩是微不足道的!但他心里
坚信着自己的生活会如同一首脍炙人口的主题歌33
'明天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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