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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祝福

送温暖

送爱心

市领导看望慰问环卫工人
本报讯 渊记者谭杏娇 通讯
员杨安民冤野城市美容师袁 你们辛
苦了浴 冶春节将至袁我市组织慰问
团看望慰问环卫工人袁 向一直以
来默默奉献尧 辛勤劳动的广大环
卫工人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遥
2 月 5 日上午袁 市委常委木
声隆带领相关职能部门领导到廉
苑公园慰问环卫工人袁 为他们送
上节日的问候和祝福袁 并送上慰
问金和慰问品遥
木声隆说袁过去一年袁我市加
大城市卫生硬件建设投入袁 城市
面貌焕然一新袁 城市功能明显增

情暖留守儿童
本报讯渊记者梁百惠 通讯员
李海华 吴伟荣冤2 月 3 日袁 团市
委组织廉江学生志愿者联合会尧百
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志愿者到河
唇镇东龙小学开展 野青春情暖袁春
暖童心冶关爱农村困难少年儿童新
春慰问活动袁为留守儿童送上了棉
被尧年糕等慰问品遥
据了解袁团市委尧廉江学生志
愿者联合会于 1 月至 2 月在全市
范围内开展野青春情暖冶系列主题
活动袁为广大青少年办实事尧做好
事尧解难事袁确保全市青少年度过
欢乐祥和的节日遥 活动中袁志愿者
还和留守儿童亲切谈心袁了解他们
的学习尧生活尧心理等情况袁倾听他
们的需求袁为留守儿童送上一份来
自团组织的温暖和爱心遥

强遥 环卫工人长期以来野舍小家顾
大家冶袁 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奉
献袁为净化尧美化廉江付出了艰辛
的劳动袁 使市容市貌一天比一天
美丽袁一天比一天整洁袁为创建宜
居宜业宜游新廉江作出了积极贡
献遥 他说袁随着经济社会的全面发
展和总体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袁
人民群众要求改善环境质量的愿
望日益强烈袁 这对广大环卫工作
者提出了新的尧更高的要求袁希望
全市环卫工作者以更强的事业
心尧更强的责任感袁为创造更好的
人居环境作出更大的贡献遥 他同

时叮嘱有关部门关心环卫工人袁
着力提高环卫工人的待遇袁 在全
社会倡导尊重环卫工作者的良好
风气遥
2 月 5 日上午袁 市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温剑明率领市委办尧市
卫计局尧市总工会尧安铺镇尧市爱
卫办等单位领导组成的慰问团袁
深入到安铺镇慰问环卫工人袁向
他们致以新春的慰问和祝福袁了
解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袁 对他
们辛勤的付出表示衷心的感谢遥
温剑明说袁在过去的一年袁我
市市容市貌焕然一新袁 城乡环境

团市委开展节
前送健康活动

卫生明显改善袁 这与环卫工人的
辛勤劳动和付出息息相关袁 不管
阴晴雨天袁环卫工人们以野宁愿一
人脏袁换来万家净冶为己任袁始终
坚守在平凡的工作岗位袁 为我市
城市清洁和创建宜居宜业宜游的
环境作出了积极的贡献遥 他希望
广大环卫工人在新的一年继续发
扬无私奉献的精神袁 进一步做好
环境卫生工作遥 同时袁他要求相关
部门多关心环卫工人的工作和生
活袁 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工作和生
活中的实际困难袁 为他们创造一
个良好的工作环境遥

为街头露宿者送温暖
“萤火虫”
本报讯 渊特约通讯员张思
燕冤连日来袁每逢周二尧周五晚上
11 点至 12 点袁在廉苑公园尧文化
广场尧工业品市场等地袁不时可
见一群身穿亮眼黄马褂的义工袁
穿街过巷为街头露宿者送热食袁
让露宿者在这个寒冬感到别样
的温暖遥
野黄色马甲犹如萤火虫在闪
动袁所以我们将义工关注露宿者
行动称为耶萤火虫行动爷遥 冶橙乡

义工萤火虫领队郑信龙告诉笔
者袁 关注露宿者行动自 2015 年
冬开始袁已连续开展三年袁共送
出爱心物资逾万元遥 每年的物资
都由爱心人士捐赠袁今年除了送
出御寒大衣和棉被外袁廉江美团
外卖老板李树潘联合廉中安铺
美食尧筒骨鲜粉尧茶克拉三家宵
夜档免费赞助包尧 粥尧 面等热
食遥
野露宿者大部分是躺着的袁

我们每次都蹲着和他们拉家常遥
他们面对我们的善举常常连声
道谢遥 冶郑信龙说袁萤火虫行动从
开始的团队组织行动已发展到
现在的个人自发行动遥
赠人玫瑰袁手有余香遥 黄岐
告诉笔者袁 他是萤火虫行动的
野铁杆粉丝冶袁已经坚持三年为露
宿者送温暖遥
图为义工为街头露宿者送
温暖 张思燕 摄

为孤儿百岁老
人送新春祝福
本报讯 渊记者梁百惠 通讯员
吴平清冤2 月 2 日袁 廉江市吴文化研
究会有关人员与爱心企业廉江市天
天食品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组成慰问
团袁为青平尧和寮尧河唇尧雅塘等镇部
分孤儿及百岁老人开展野送温暖袁献
爱心冶活动遥
慰问团成员送上了慰问金及慰
问品袁并祝福老寿星健康长寿袁晚年
生活更加幸福袁 祝孩子们健康快乐
成长袁在新一年学习取得进步遥

(上接 1 版冤 林海武表示坚决拥护命
令遥 他说袁近年来袁我市人武部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袁按照野落实改革尧聚焦
主业尧加快转型尧稳步发展冶的总体
思路袁强化思想政治建设袁扎实抓好
军事训练袁提升应急应战的能力袁积
极推动军民共建袁在组织战备训练尧
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尧 征兵工作以及
双拥维稳尧抢险救灾尧精准扶贫等方
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遥 他强调三点遥
一是坚决拥护决定袁 人武部全体人
员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袁增强野四
个意识冶袁 坚决拥护和服从上级命
令遥 二是坚定使命担当袁保持人民军
队的优良传统和忠诚本色袁 充分发
挥守一方领土尧保一方平安尧促一方
发展的光荣职责袁敢于挑重担尧当先
锋尧打头阵袁以更加坚定的信念尧更
加高昂的斗志尧更加出色的工作袁把
人民武装部打造成一支招之能来尧
来之能战尧战之能胜的铁军队伍袁不
断开创我市人武工作和国防后备力
量建设的新局面遥 三是坚持服务大
局袁 积极参与和支持廉江的社会经
济建设遥 市委尧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地
关心尧重视尧支持武装工作袁携手谱
写军地共建尧 军民深度融合发展的
新篇章遥

本报讯 渊记者梁百惠 通讯员
李海华 吴伟荣冤2 月 3 日袁 北风凛
冽袁团市委组织市人民医院团委尧廉
江学生志愿者联合会尧 百盛社会工
作服务中心的志愿者来到河唇镇龙
平村委尧 东村村委开展精准扶贫春
节慰问暨志愿者义诊活动袁 为困难
群众献爱心送温暖遥
当天袁 团市委对贫困户近期生
活尧 生产及健康状况进行了详细的
了解袁并为他们送上慰问金及大米尧
年糕等慰问品袁 把温暖和关怀送到
困难群众心坎上袁 让困难群众过上
一个幸福祥和的春节遥 活动现场袁市
人民医院的医生尧 护士还为困难群
众进行义诊袁为群众听诊尧测血压尧
把脉尧测血糖尧艾灸尧视力检查等袁并
为年纪大的老人 免费配送老 花镜
等遥
据了解袁 团市委采取政企融合
促发展尧 志愿者结对帮扶等多种精
准帮扶措施袁 努力为困难群众办实
事尧做好事尧解难事遥

春运送温暖活
动启动
本报讯 渊特约通讯员张思燕 通
讯员吴伟荣冤近日袁以野青春志愿行袁温
暖回家路冶为主题的 2018 年春运送温
暖活动在廉江火车站举行了启动仪
式遥
当天袁 身穿天蓝色马甲的廉江志
愿者与玉林车务段廉江站党团员一
起袁 在廉江火车站售票大厅门口举行
了简短的活动启动仪式遥仪式启动后袁
志愿者们有序地开展服务袁 有的志愿
者与廉江站乘务员一起维持上下车秩
序袁有的帮助乘客搬行李袁有的在车站
内贴新春窗花袁 有的给候车乘客递送
热茶遥活动当天袁志愿者们的拳拳爱心
受到广大群众一致好评遥野他们用一杯
热茶温暖了我回家的路遥 冶 在廉江工
作尧 准备乘车回广西老家过年的肖小
姐微笑地点赞志愿者的行动遥
据了解袁 活动由廉江学生志愿者
联合会主办袁 向市青年志愿者发出春
运志愿者招募袁 将于 2018 年 2 月 11
日至 13 日在廉江火车站尧市汽车运输
总站尧 市汽车客运南站三个服务点开
展为期三天的春运志愿服务袁 主要帮
助乘客提行李尧 协助车站工作人员维
持秩序等遥

我市举行原创村歌精品汇演晚会

赞颂美丽乡村
本报讯 渊记者揭英隆冤2 月 3
日晚上袁 市文化广场流光溢彩袁歌
声飞扬袁我市野耶群文之声爷湛江市
原创村歌大赛精品汇演晚会冶在这
里举行袁观众观看了一台高规格而
原汁原味的原创村歌文艺演出遥 市
委宣传部尧市文广新局尧市文化馆
等有关单位的领导和市民一起观
看了演出遥
参加汇演的原创村歌有塘蓬
镇上山民族村的叶廉江上山民族村
难了歌曳尧河唇镇灯草村的叶文明乡
村行曳尧河唇镇木七垌村的叶歌唱移
民新村美曳尧石角镇木马村的叶木马
村新唱曳和石城镇十字路村的叶十
字路村之歌曳袁 这几首村歌都是参
加湛江村歌大赛的获奖作品渊获奖
总数约占湛江市的三分之一冤遥 这
些原创村歌紧扣我市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工作袁以文艺的形式积极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袁展示我市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新风新貌遥 通
过创作一批反映美丽乡村的原创
村歌袁 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袁

民盟安铺支部
举行挖掘安铺
特色文化研讨
会

歌唱幸福生活

本报讯 渊记者肖挺冤1 月 31 日袁
民盟安铺支部在安铺中学举行 野做
好安铺古与新文章袁 打造成特色小
镇标杆冶研讨会袁邀请社会各界人士
为安铺特色小镇建设出谋划策遥 民
盟湛江市委副主委朱罡袁 民盟湛江
市委秘书长梁成章等 50 多人参加
了研讨会遥
与会人员就安铺文化建设进行
了讨论袁对安铺骑楼尧安铺八音尧安
铺龙舟尧安铺美食尧安铺诗词等特色
文化的规划和经 营提出意见 和建
议遥 通过研讨会袁大家集思广益袁深
入挖掘安铺特色文化袁 为政府提供
有益参考袁 为全力打造安铺特色小
镇文化品牌作出贡献遥

罗州街道黄村
社区创新推进
区域化党建
本报讯 渊记者林达琳冤野群众的
事袁就是我们党员干部的事遥 冶罗州
街道黄村社区支部书记尧 居委主任
林炳丰说遥 罗州街道黄村社区自构
建社区区域化党建以来袁 改变了以
往以党支部为单位开展组织生活的
局限性袁打破了部门尧行业尧领域之
间的界限袁实现区域内党建共建尧共
享尧 共融袁 实现区域内资源优势互
补尧互惠互利尧融合发展遥
黄村社区内共建单位约有党员
670 人袁其中部分是流动党员遥 在黄
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内袁廉江二中尧
市六小尧市三幼尧垌心村尧禾盛花园
等 11 家党组织的负责人每月至少
开一次联席会议遥 670 多名党员和
120 多名志愿者已全部纳入野服务群
众智囊团冶行列袁对联席会议确定下
来的共治决议和社区事务袁 由党总
支部牵头袁通过志愿服务尧调解协商
等多种方式开展工作袁 并成立由群
众参与的督办小组袁 专门对问题清
单的解决情况进行督办袁 办理的效
果交下一次联席会议进行评议袁评
议满意才可办结遥 据了解袁 自 2017
年初开展区域化党建以来袁 解决了
社区辖区内 10 多个突出问题袁如治
安问题尧 乱摆卖问题尧 安装路灯问
题袁建起了警务室袁整治了野六乱冶袁
晚上小街小巷亮堂堂遥 特别是彻底
整治位于黄寮村的臭气冲天的垃圾
场袁使其变成一个鸟语花香的场所袁
并针对乱摆卖问题袁 在这个场所上
划分 50 个摊位袁让小贩能够集中做
生意袁 杜绝了小贩占路随意设摊将
路堵得水泄不通的现象出现袁 受到
居民的欢迎遥 近日袁黄村社区还在这
块空地上搭建舞台袁居民载歌载舞袁
通过文艺活动尧知识问答等形式袁向
群众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遥
罗州街道 党工委书 记 李辉 表
示袁 通过区域化党建袁 各单位党组
织尧 党员和社区群众共同参与的社
区区域化党建共治格局袁 平时通过
联席会等平台加强沟通协调袁 以前
不易办成的社区事袁 成了人人有责
的分内事袁 党支部的凝聚力和战斗
力得到进一步加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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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6673106

场面 揭英隆 摄

专家名片

杨 冰 心

市妇幼保健院新生
儿科主任袁 儿科主治医
师袁 新生儿科学科带头
人遥 从事儿科工作十多
年袁 先后到广州市儿童
医院新生儿科专科进
修袁 有丰富的临床实践
经验袁 熟练掌握新生儿
科常见病袁多发病袁疑难
病的诊治遥

市妇幼保健院在上级卫生部门的关
心 和 广 州市 妇 女 儿 童 医 院 的 具 体 指 导
下袁 于 1999 年 3 月在粤西地区同级医疗
机构中率先设立了新生儿科遥 2000 年开
展了危重新生儿转运工作遥 目前全科有
医护人员 37 人袁开放床位 60 余张袁是我
市规模最大的新生儿科之一遥
科室内部环境优雅袁采用 SRA-1X800 电子式空气净化机净化空气袁提高室
内空气品质遥 并配置有先进的抢救设备
及转运设备院 包括英国 SLE-500 高频呼
吸机袁纽邦 E-360 呼吸机袁NCPAP 机袁科

曼多参数监护仪袁 新生儿辐射抢救台尧早
产儿培养箱尧蓝光治疗箱尧床边 CR 照片袁
新生儿转运箱等遥
目前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开展的业
务主要是新生儿内科疾病及危重症的救
治袁如新生儿肺炎尧新生儿窒息尧新生儿肺
透明膜病尧新生儿颅内出血尧新生儿缺氧
缺血性脑病尧新生儿溶血病尧新生儿肺出
血尧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尧新生儿高
胆红素血症尧 低出生体重儿及超低出生
体重儿的管理等遥 近年来联合小儿外科袁
也开展了新生儿术后监护工作遥 主要开

展的有院新生儿膈疝尧先天性消化道畸形尧
胃肠穿孔尧闭肛尧脐窦及脐瘘尧先天性脐彭
出等术后监护遥 该院早在 1999 年便成功
救治了一例出生体重 0.9kg 的超低出生
体重儿袁2001 年成功救治了胎龄只有 26
周的双胎儿袁这在当时的基层医院并不多
见袁所以叶南方日报曳等国内多家媒体均作
了报道遥 通过这十多年的发展袁新生儿科
在早产儿管理中积累了更丰富的经验袁特
别是近几年来袁该科开展了猪肺磷脂注射
液联合 NCPAP 治疗早产儿肺透明膜病袁
早产儿尧低出生及超低出生体重儿成活率

有了更大的提高遥
十多年来袁新生儿科医护人员以精湛
的医疗技术尧良好的医德医风和优质的服
务态度为广大患儿服务袁取得了良好的社
会效益袁受到了上级和社会的一至好评与
肯定遥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夏慧敏
主任等多名儿科专家亲临我院新生儿科
参观指导时袁对我们新生儿科给予较高评
价院野比市级同类专科专业技术水平超前袁
甚至在某方面超越了发达地区的新生儿
科水平浴 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