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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培训工会
经费管理人员
本报讯渊记者肖挺冤近日袁我市
举行 2018 年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
理业务培训班袁促进工会财会规范
化建设遥各镇街尧市直单位尧部分企
业的工会主席尧工会财务人员参加
培训遥
培训班上袁市领导李玲希望大
家提升自我袁打造高素质的工会财
务干部队伍袁用好工会政策袁科学
编制好工会年度预算袁 严格执行袁
努力提高依法管财水平遥
培训班邀请湛江市总工会财
务部长吴廉泉授课袁对叶广东省基
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实施细则渊试
行冤曳的条款和适用范围进行解读袁
特别是对基层工会经费在新形势
下开支的项目尧标准等要求进行详
细说明袁规范基层工会经费的收管
用遥湛江市总工会财务部副部长吴
艳讲解工会财务相关知识遥
培训过程中袁 学员们踊跃提
问袁培训讲师现场答疑袁为提升干
部业务工作能力提供指导遥学员们
纷纷表示袁这次培训提高了他们对
工会经费管理的认识袁有利于严格
管好工会经费遥

推进卫生站
规范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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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 笑 公 益 图 书 室 ”在 苗 乡 捐 建
本报讯渊记者揭英隆冤近日袁团
廉江市委尧廉江市青年商会在广西
融水县拱洞乡高武小学举行野微笑
公益图书室冶捐建活动袁捐赠价值
133900 元爱心图书及书架尧 桌子尧
椅子等图书室配套设施袁同时为该
校学生捐赠校服一批遥
高武小学地处山区袁学校的图
书资源匮乏袁学生阅读优秀书籍的
愿望难于实现遥 为了让山区农村学
校的孩子也享受到城里孩子一样
的学习待遇袁推进全民阅读袁在融
水苗族自治县县委县政府尧团廉江
市委牵头组织下袁廉江市青年商会
发起野心系苗乡 爱心助学冶的公
益活动袁得到全体青商会员的热烈
响应和大力支持遥 廉江市青年商会
将公益爱心活动列为长期机制袁以
帮助更多山区孩子野读好书袁做好
人冶遥
图为捐赠送仪式

阴 廉江好人

坚 守 职 责

要记市人民医院党委办干事吴玉兰
要要

本报讯 渊记者徐广珍冤9 月 21
日下午袁我市召开村卫生站规范化
建设工作推进会袁加快推进村卫生
站建设工作遥副市长黄生袁各镇街尧
市直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议遥
黄生要求袁 抓紧时间节点袁确
保按时按质完成建设任务袁提高基
层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曰各职能部门
要各司其职袁 加大服务支持力度袁
共同推进全市村卫生站规范化建
设遥

让贫困户真切
感受到关怀
本报讯(通讯员杨小英)近日袁
中国电信廉江分公司组织节日送
温暖活动袁公司党委书记尧常务副
总经理苏华龙一行深入挂靠村委袁
进村入户慰问贫困人员袁 送去米尧
油尧月饼等慰问品遥
走访慰问中袁苏华龙详细询问
贫困户的情况袁并嘱咐他们要好好
保重身体袁有困难及时反映遥 同时
鼓励他们要勇于面对生活袁克服困
难袁保持乐观健康心态遥 公司综合
部党支部与塘蓬黄教村委开展野党
建翼联冶党日活动袁一同进入村中
慰问贫困户遥 他们互相沟通了解扶
贫工作袁积极响应上级号召袁让贫
困户真切感受到国家的关怀与温
暖遥

我市第二次全
国污染源普查
工作入户开展
本报讯 记者渊徐广珍冤从 9
月 19 日开始袁 我市第二次全国污
染源普查工作进入入户调查阶段遥
现在袁 污染普查员走进工业企业尧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尧集中式污染处
理设施等场所袁 全面开展调查工
作遥
有关领导表示袁当前普查工作
已进入全面入户调查关键攻坚阶
段袁时间紧尧任务重袁需要切实采取
有力措施推进工作落实遥

吴玉兰在作报告 揭英隆 摄
从护士到党务工作者袁变的是
岗位袁不变的是职责遥 她的梦想就
是让周围的群众远离疾病袁让人们
拥有健康袁享受每一天灿烂的阳光
和清新的空气遥她是换岗不离职的
护士吴玉兰袁 最近被评为第二届

为了爱
在和寮二中袁 有一对教师夫
妻袁他们放弃优越生活袁带着母亲
和孩子到来参加支教遥 他们以校为
家袁努力工作袁被誉为支教队伍中
的典范遥 这对夫妻中袁丈夫叫何李
杏袁妻子叫唐碧凤遥 近日袁记者看到
支教老师唐碧凤时袁她正在给初一
的学生上数学课袁而在另一栋教学
楼袁她的丈夫何李杏也在给初三的
学生上语文课遥 来到这间学校的袁
还有他们的母亲和幼小的孩子遥
唐碧凤是安铺四中的数学老
师袁这学期被学校安排到和寮二中
支教遥 她想到自己的小孩才一周
岁袁不知该怎么办才好遥 这时袁他的
丈夫何李杏主动向学校申请袁要和
妻子一起去支教袁 很快得到批准遥
就这样袁 一家四口来到和寮二中袁
开始新的人生体验遥
为了能早日适应支教生活袁唐
碧凤夫妻来之前已咨询了第一批
支教老师袁知道这里校风正袁工作
成绩显著遥 唐碧凤夫妻表示袁这件
学校办得很好袁很有特色袁我们一
定要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袁要备好每
节课袁上好每堂课袁对学生负责袁对
自己负责遥

寻亲启事
许春芳袁女袁18 岁袁
于 2000 年 10 月 12 日
在廉江市石岭镇墩梅西
坡仔村处由许李兴捡
养袁现登报寻找其亲生父母亲遥 自登报之日起
60 天内其亲生父母亲或其监护人凭身份证和
所在单位或村居委会证明与许李兴联系认领遥
联系人院许李兴袁联系电话院15361929092

遗失声明
廉江市石颈镇中蒙村 55 号刘六妹遗失
廉江市公安局签发户口簿壹本袁声明作废遥
廉江市石岭镇创新路 38 号林家新遗失
廉江市公安局签发户口簿壹本袁声明作废遥

一 生 无 悔

野廉江好人冶遥
2003 年袁 当非典肆虐神州大
地的时候袁她毅然加入了市人民医
院这个救死扶伤的团队袁成为一名
白衣天使遥 她始终野心怀患者冶袁不
怕脏袁不怕累袁认真细致为患者做

好各项护理遥
在十三年的护理工作中袁有一
件事让吴玉兰至今难忘遥 那是她在
骨科工作期间袁遇到一位股骨颈骨
折的老阿婆袁 几天没解大便了袁她
给阿婆塞了开塞露袁又给阿婆灌了
肠袁结果还是没有缓解遥 看到阿婆
痛苦的表情袁 吴玉兰觉得挺难受袁
于是他用手帮阿婆抠出来遥 当她放
下便盆准备离开的时候袁阿婆伸出
布满老茧的手袁往吴玉兰额头上抹
了抹汗院野孩子袁辛苦你了遥 冶吴玉兰
只觉得双眼一热袁泪水在眼眶中打
转遥 吴玉兰说袁有人认同袁再多的委
屈都算不了什么遥
2016 年 12 月 10 日袁吴玉兰在
参加党务干部培训班回程的火车
上袁一名乘客突发急症遥 听到列车
广播后袁她和同行的市卫计局副局
长邓春旺尧市皮肤医院院长钟一华
立即赶过去遥 虽然吴玉兰挎包里带
有止痛药袁 但她知道这时候不能
用遥 所以吴玉兰就按摩足三里尧合
谷穴尧 热敷来缓解病发乘客的疼

痛袁 同时不断地安抚他的情绪袁让
他放松精神遥 经过大约半个小时的
努力袁终于缓解病情袁为进一步治
疗争取了时间遥 吴玉兰一直守护到
广西玉林火车站袁把病人送上救护
车后才返回列车遥
2017 年至今袁市人民医院开展
野创三甲袁惠人民冶急救技能普及活
动袁走进机关尧社区尧学校尧企业及
乡村袁培训群众徒手心肺复苏急救
技能遥 吴玉兰在重症医学科工作了
9 年袁经验丰富遥 她义不容辞袁多次
担任授课老师袁进行徒手心肺复苏
操作的演示袁详细讲解操作要点和
注意事项袁指导学员们实践遥 她尽
了医务工作者的职责袁传授急救知
识袁 提高急救存活率及成功率袁为
普及急救技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遥
面对荣誉袁吴玉兰说袁自己只
是做了应该做的事情袁只是在坚守
护理人员的职责袁如此而已遥
这就是她的初心袁她的使命遥
本报记者 揭英隆

从海边到山区来支教

要记和寮二中何李杏尧唐碧凤老师
要要
唐碧凤一家到支教学校后袁印
象最深刻的是布局合理的校园尧严
谨的教风尧 师生良好的精神面貌遥
学校领导理解唐碧凤全家支教的
实际袁给他们准备好宿舍袁买了煤
气灶尧煤气瓶尧热水器等生活用品遥
就这样袁和寮二中成为唐碧凤
的第二个家遥 下课后袁夫妻两人一
起煮饭洗菜袁一起带小孩袁聊聊心
事尧捶捶背或一起漫步校园袁交流
心得袁虽然辛苦袁但处处充满温情袁
其乐融融遥 唐碧凤是东海岛人袁不
会讲哎话袁但她很用心去听尧学袁她
觉得哎话很有趣遥 何李杏喜欢摄
影袁 有时去田野帮妻子拍照片袁了
解深厚的客家文化遥 野在这里袁我很
充实遥 但个人的时间尧能力有限袁我
希望我们能为山区学校多做点事袁
也希望更多人关注山区孩子遥 冶何
李杏说遥 何李杏尧唐碧凤深得学生
喜欢袁慢慢成了孩子的知心朋友遥
和寮二中地理位置偏远袁教师
流动大袁师资力量短缺遥 学校共有
900 多个学生袁但老师只有 54 名袁
缺编 12 名遥 尽管如此袁但学校励精
图治袁狠抓德育管理袁教学成果逐
年攀升袁特别是全校创建的班主任

黄 金 周 后注 意
做好两件事
本报讯渊记者李廷赋冤十一国
庆黄金周结束袁市民的工作生活重
入正轨遥 但有两件事是需要注意
的袁 那就是做好工作严防登革热尧
调理冶黄金周综合征冶遥
近段是登革热多发时节袁灭蚊
防疫工作要长抓不懈遥 目前我市没
有发现疫情袁 也已做好预防工作袁
国庆节前召开会议袁副市长黄生部
署灭蚊防疫措施袁 各有关部门尧市
民分头落实遥 但形势在变化袁近日
湛江部分县市区发现疫情袁加上黄
金周期间人们来往更多袁更容易影
响周边地区遥 因此袁我市卫计部门
希望市民收假后不忘防疫袁尤其要
注意环境卫生遥 一旦发现疫情袁即
报相关部门袁积极治疗尧严防传染袁
确保市民健康遥
黄金周后开展工作袁有人常被
野黄金周综合征冶困扰着遥 具体表现
为袁假期形成的无规律状态尧倦怠
情绪仍然继续遥 李女士说袁黄金周
假期过得很舒坦袁外出旅游袁逛街尧
购物尧看电影尧聚餐噎噎但是一想
到收假上班袁就害怕起来遥 黄金周
期间袁宅一族更是将野宅冶进行到
底遥 这些人休假归来就会头晕脑
胀袁难以适应新的生活规律遥
该怎么调节好状态尧尽快回到
正常工作中呢钥 为此袁记者咨询副
主任医师陈天资袁他认为假期人们
生活没有规律袁过于疲劳袁若出汗
太多袁会合并低钾遥 按时作息尧清淡
饮食尧适当锻炼袁生活钟就容易调
整过来遥 心理咨询师董女士说袁一
些人上班心理不适袁是因为还没有
实现角色的转换遥 可以先将下阶段
的重点和思路想清楚袁 按计划实
施袁也有利于调整情绪遥

抱团的企业家
温暖的微信群
本报讯渊记者李廷赋冤国庆节期
间袁 在广州经营驾校的青平老乡吴
某武不幸去世遥 九洲江企业家微信
群的乡亲们非常惋惜袁自发悼念袁捐
出近 13000 元安慰其家属遥 随后袁乡
亲们还将继续帮扶遥
九洲江企业家群是由出生在九
洲江流域尧 工作在珠江流域的工商
界人士组成袁群友来自广东湛江尧茂
名袁广西玉林等地遥 多年来袁乡亲们
以九洲江企业家微信群为平台袁广
泛开展联谊尧交流尧帮扶尧商务活动遥
在刘广进尧杨道益尧韩恒章等乡亲的
推动下袁 九洲江企业家群定期聚会
交流尧探访乡亲企业袁与广州尧佛山
多个商会及其公司开展合作袁 推广
企业品牌袁推介家乡特产袁在社会产
生较大影响遥
群友认为袁 九洲江企业家联盟
是一个有作为袁有爱心的集体袁更加
灵活运作袁 更加重视乡情与实效遥

市十八小举办
学习宣讲会

从海边到山区来支教 林梅英 摄
工作室袁更是走在全市前列遥
该校校长杨成伟介绍袁 这学
期袁该校共有 6 名支教老师袁何李
杏尧唐碧凤夫妻就是其中两位遥 支
教老师的到来袁解决了学校分科问
题袁减轻了老师的负担遥 支教老师
爱岗敬业袁工作非常出色遥 教学任
务很重袁 但他们都乐意地接下来袁
还接受了学校安排班主任工作袁大

家对他们的评价很高遥 支教老师全
家搬到我们山区袁是对学校工作最
大支持遥
在支教路上袁这对教师夫妻带
着责任和爱心袁在山区学校播撒爱
的种子遥
本报记者 林梅英
通讯员

梁昊瀚

本报讯 渊记者李廷赋 通讯员
许华婷冤近日袁市十八小举办学习宣
讲会遥 市宣讲团成员陈振东主讲袁以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为主题袁 剖析新思想的
核心内涵及其贡献遥
参加宣讲会的有该校教职工
112 人袁大家都认为听了讲座深受教
育遥 校长黄纪说袁这次宣讲活动让我
很受启发袁 接下来要思想与行动统
一起来袁教育好下一代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