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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大当婚袁女大当嫁遥 陆军某部
侦 察 连连 长张 胜 利 袁2015 年 国 庆
节袁经朋友介绍袁与家乡江名市毛竹
山镇电器厂妇女主任高丽琴 渊现年
25 岁冤相亲遥 经过近半年时间的微
信尧电话联系和了解袁双方同意建立
恋爱关系袁经历二次婚期的取消袁直
至第三次袁 即 2017 年 8 月结婚袁举
行一次催人泪下的动人婚礼遥
张胜利与高丽琴首次商定结婚
的日子是 2016 年 6 月 28 日遥 为办
好结婚这件终身大事袁 张胜利的父
母根据儿子的要求袁 提前三个月作
准备遥 如选定并装修一间大房作为
婚房袁购买新床尧被子尧衣柜尧桌子等
等遥 未婚妻高丽琴的父母亲按照地
方传统规矩袁也早早准备好嫁妆遥 万
事俱备袁只等张胜利回来遥 随着结婚
的日子渐渐迫近袁 张胜利的未婚妻
用微信与张的联系次数也在增多袁
一个星期至少二次袁日盼夜盼袁总是
盼望未婚夫早日回来登记结婚遥 在
离结婚的日子还有 15 天的那个晚
上袁张胜利主动打电话给未婚妻袁小
高一看是未婚夫打回的袁非常高兴遥
可一接电话却是令她失望的消息遥
原来是张胜利的部队接到军部关于
外出千里野营训练一个月袁 干部战
士一律不准请假的通知遥 此时袁高丽
琴眼看就要实现喜结良缘袁 竟突然
被一个野通知冶所野破坏冶遥 因此袁电话
挂断后袁未婚夫连续打了几次电话袁
小高都没有心情去接遥 高丽琴越想
越气袁 结婚的日期早已口头通知亲
朋好友了袁现在又要通知取消袁真是
大失面子袁倒霉至极遥
事过二天袁 想必未婚妻的心情
会好些遥 于是张胜利打电话与小高
沟通袁 耐心解释部队纪律的重要性
和如何正确理解今次婚期的取消遥
高丽琴终于弄清婚期的取消袁 是因
为无条件执行上级部队的命令袁参
加野外训练提高保家卫国本领的需
要袁 而不是个人能随意违背和改变
的事实遥 误解得到了消除袁思想也开
朗多了遥 一个月后袁张胜利完成外出
训练任务回到部队营房后袁 主动打
电话与高丽琴再次商量结婚登记和
举办婚礼的日期袁双方同意 2017 年
1 月 27 日登记袁1 月 28 日为举行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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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的日子遥
可万万未想到袁1 月 7 日张胜
利接到上级有关他参加军事集训和
比赛的通知袁要求 1 月 10 日准时到
军部教导队报到集中训练袁 时间三
个月袁 完成集训任务后参加军区 5
月上旬举行的侦察尧 射击等军事科
目比赛袁 致使第二次选定的结婚日
期又一次取消遥 身为共产党员的部
队干部张胜利袁虽然开始有些情绪袁
但他做到以大局为重袁 愉快服从组
织的决定与安排遥 并及时如实将情
况向未婚妻汇报袁希望能正确对待遥
未婚妻高丽琴悉知未婚夫即将参加
军事训练和比赛袁 第二次商定的结
婚日期又要取消遥 因无法接受而伤
心地哭了起来遥 她悲伤地对张胜利
说院野我跟你到底还有没有结婚的缘
分钥 第一次婚期因你而吹袁第二次婚
期又是因你而吹噎噎事不过三袁希
望第三次不再是梦袁 做到如期尧顺
利尧圆满遥 否则袁我就去耶天堂爷那里
报到袁让你遗憾终身遥 冶
为稳妥起见袁 男女双方结合各
自的实际情况袁进行反复商量袁最后
确定婚期为 2017 年新历 8 月 7 日
渊提前一天办理结婚登记冤遥 张胜利
为不让未婚妻失望袁 确保婚期不再
推迟袁 做到提前一个月申请并取得
领导准假袁 还按照高丽琴的意见提
前 3 至 5 天回到家遥 8 月 2 日袁张胜
利从茂西市乘坐汽车回老家江名
市袁途经永新镇车站时(因当地连续
二天普降暴雨)袁公路被洪水浸过路
面 40 多公分袁 严重影响汽车行驶遥
车上服务员宣布袁 茂西到江名的班
车改为次日上午 8 时发车噎噎这时
已是中午 12 点钟袁车站广播室根据
本县的要求袁 广播洪水消息院野车站
附近西边地势较低的大洼等几条村
庄袁 有几百户群众的房屋和院落积
水 80 多公分袁而且水流急涨袁人民
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袁希
望能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和帮
助遥 冶灾情险情就是命令遥 张胜利把
自己回家筹办婚事抛在脑后袁 立即
作出参加抢险决定遥 他跟同车同排
坐的自愿去抢险的高县广播电视台
记者李某袁放好行李袁马上奔赴上述
灾区与村干部取得联系袁 及时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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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起着装
才觉双鬓已霜
手执利剪
想把一段花白时光
拦截在耳廓之下
却又见
额际间已围起一道道
岁月栏栅
窗外袁秋风紧
有雁阵掠过睛空
声声寒
落叶纷纷
枯萎了春的容颜
扯痛了思念的目光
渊网络图片冤
灾情最重袁人口最多的大洼尧山下等
村庄抢救群众和财产遥 在当地干部
群众的配合下袁背着老人和儿童袁一
个又一个地快速转移到安全地带遥
期间袁 张胜利正在接近抢救一位老
人时袁 被急流的洪水冲来一块钉有
铁钉的大木板扎伤左手袁鲜血直流袁
但他全然不顾袁硬是把这位 70 多岁
的老太婆背到安全地带遥 接着袁他用
自己脱下的背心包好伤口袁 又继续
战斗遥 连续几个小时的紧张抢险袁张
胜利的体力有点透支遥 他用坚持到
最后就是胜利的口号来激励自己袁
朝着村庄最边远的几间民房渊平房冤
前进袁 在紧急入屋 渊屋内水深至胸
部冤抢救一名淹淹一息的 10 岁残疾
儿童时袁张胜利的右脸被碰伤出血遥
他忍着左手和脸部的伤痛及疲劳的
身子袁 非常吃力地把这名残儿从死
神中救了出来遥 至此袁将近 5 个小时
抢险营救战斗已结束遥 张胜利一共
救出 29 名老人和儿童袁还与他人转
移一批猪牛等禽畜和重要物品遥 被
当地干部群众称赞为 野灾区群众的
救星和当之无愧的人民子弟兵冶遥
张胜利回到车站旅店换了衣
服袁吃完晚饭后袁一起参加抢险的李
记者陪同他到镇医院看伤袁 医生为
其伤口作了消毒和缝针尧包扎处理袁
还配一些消炎尧止痛药遥 次日袁即 8

月 3 日上午 8 时袁 带着伤痛乘坐开
往老家江名的班车袁中午 12 点多钟
顺利回到家遥
未婚妻高丽琴见到未婚夫后袁
感到既喜又忧遥 喜的是袁 他遵守诺
言袁 提前回来能进一步逐项检查落
实婚礼的筹备事宜袁 保证如期登记
结婚和举行婚礼遥 忧的是袁丈夫因公
受伤未愈 渊左手和脸部受伤部位都
贴着胶布冤参加婚礼袁不但难看袁而
且会遇到一些人的误解或非议遥 果
然袁当新郎新娘步入婚礼殿堂时袁许
多亲朋好友袁 见到新郎脸上手上贴
着胶布后袁 原来那高兴的心情一下
子变得严肃起来遥 一些不了解情况
的朋友产生了误会袁 怀疑跟别人打
架而受伤袁还敢带伤参加婚礼袁真是
丢人现眼噎噎为了消除误解袁 澄清
是非袁新郎张胜利开始讲话了遥 他首
先感谢各位亲朋好友在百忙之中前
来祝贺遥 紧接着如实地解释了为何
受伤钥 他说袁今天是我张胜利和高丽
琴举行婚礼的大喜日子遥 我之所以
在左手和右脸贴着胶布来参加婚
礼袁 这是因为 8 月 2 日在南昌市乘
坐汽车回家途中参加抗洪抢险所受
的伤遥 我带着伤痛坚持抢救 20 多名
群众脱险的事迹已在中央电视台新
闻节目播出了袁请大家相信我袁支持
我遥 尊敬的各位亲朋好友袁我的伤是

继续打点行装
沿白发另一端踽行
忽见秋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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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归来吧袁
不要迷恋枝头的繁华冶
它听到了母亲深情的呼唤
毅然从树上纵身跳下
风袁轻抚着它枯黄的脸
生命在空中
划岀一道美丽的弧线
秋阳袁朗照在它羸弱的身上
它安祥地闭上了眼睑
啊袁这不是无情的诀别
而是爱的一次远航

为民而伤袁 因而伤得其所袁 伤得光
荣袁伤得自豪遥
这时袁许多亲朋好友袁尤其是那
些有过误会或非议的朋友袁 为张胜
利的英勇义举感动得热泪盈眶袁并
报以热烈的掌声遥 有的大声喊出了
为新郎新娘助兴与祝福的豪言壮
语遥 一位来自政府机关的公务员深
有感触地说院野新郎受伤的部位所贴
的胶布不再是难看的符号袁 而是立

这不是哀痛的死亡
而是生命的一次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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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一过
风一天比一天瘦
它饥饿得四处搜寻
它搜过了树林
树林就剩下光秃秃的枝头
它搜过了小溪
小溪就露出河床石头
它搜过了天空
天空就只留下孤雁只影
而我也被它搜劫一空
只剩下瘦瘦的乡愁

听

鸟

春天听鸟
那声音芽嫩芽嫩的
一触
即蔫
夏天听鸟
那声音荷香浓艳
一嗅
醉上心头
而秋天听鸟
那声音像枯藤缠老树
一看
又老又残又黄

功的标志袁 光荣的标志袁 美丽的标
志遥 祝新郎新娘百年好合袁 生活美
满袁家庭幸福遥 冶中午 12 点 30 分袁引
人注目袁令人感动的婚礼袁终于在喜
庆的气氛中结束袁 达到了欢乐尧顺
利尧圆满的预期遥被称为当地历史上
最美最动人的婚礼袁 给人们留下最
美最难忘的记忆遥 渊摘自 叶笔耕圆
梦曳袁作者王池袁原廉江市人事局退
休干部冤

市人民医院肿瘤血液科荣获省级“青
称号
年文明号”
本报讯 渊通讯员许惠敏 全小婷冤近
日袁2018 年广东省卫生计生委系统青年文
明号负责人培训班在广州举行袁 广东省卫
生计生委党组副书记尧副主任尧委直属机关
党委书记黄飞出席并作开班动员讲话袁团
省委青年发展部部长黄瑞轸出席培训班开
班仪式遥 培训班上表彰了一批优秀集体和
先进个人袁 廉江市人民医院肿瘤血液科在
全省 42 个优秀集体中排名第六位袁 荣获
野2016-2017 年广东省卫生计生系统省级
青年文明号冶称号遥
在湛江市卫计委尧 廉江市卫计委以及
团廉江市委的指导和支持下袁 廉江市人民
医院肿瘤血液科在创建省级青年文明号过
程中袁紧紧围绕野创优质服务袁建温馨病房冶
的创建主题袁立足岗位袁扎实工作袁定期下
乡扶贫尧慰问孤寡老人尧上门义诊尧城镇医
院培训等袁青年的精神面貌有了新的改变遥
肿瘤血液科 35 岁以下青年占 71%袁党
员尧团员比例占 64%袁自创号以来袁科室的
业务快速发展袁 特别是放疗和介入治疗技
术在粤西地区处于领先地位遥 优秀人才不
断涌出袁 培养了 5 名科主任袁 发表论文 30
多篇袁立项共 7 项袁荣获集体和个人荣誉 50
多次袁 媒体报道 4 次遥 肿瘤血液科创号以
来袁积极致力于创建无痛病房袁青年号手反
复学习再学习袁与患者通过反复的交流尧培
训尧宣教袁让医患共同参与袁实施规范的疼
痛治疗和护理袁 让患者的生活质量大大提
高袁让患者的生命得到最高的尊严遥
据了解袁 廉江市人民医院此次创号工

野青年文明号冶号长全小婷代表市人民医院肿瘤血液科接受表彰
作主要呈现了野两个一冶院一是在湛江市卫
计委组织的 3 个参评单位中袁 该院肿瘤血
液科是唯一成功创建 野2016-2017 年度广
东省卫生计生系统省级青年文明号冶 的集
体遥 二是自该院开展创号工作以来袁首次荣
获野省级青年文明号冶荣誉称号遥 省级野青年
文明号冶是一种荣誉袁更是一份责任袁在今
后的工作中袁 该院将继续推动 野青年文明
号冶创建工作再上新台阶袁取得新成绩遥
廉江市人民医院一直以来非常重视肿

瘤的防治事业袁2009 年成立了野中华慈善总
会肿瘤防治(廉江)中心冶袁可为特困肿瘤患
者减免 30%的综合治疗费用袁到目前为止袁
共 27 名患者受益袁 减免费用达 49300 元遥
2017 年袁该院与广州复大肿瘤医院合作野精
准扶贫袁健康扶贫冶项目袁先后有 7 名特困
肿瘤患者被送至广州复大肿瘤医院接受免
费治疗遥

本报讯 渊通讯员关维升 钟
成昆冤 近日袁 市人民医院党委委
员尧副院长李树裕袁党委副书记李
仁强以及党委委员钟洁云率各党
支部书记尧组织委员尧党员志愿者
到该院挂点精准扶贫的塘雷尧虎
桥及合江村委内的三所小学开展
捐赠图书活动袁 共赠送图书一千
余册遥
当天袁 该院党员干部先后到
黄平民纪念小学尧塘雷小学尧虎桥
小学将各类精美的书籍赠送到学
生们的手上袁并与学生亲切交流袁
询问孩子们的日常生活尧 学习成
绩等情况袁鼓励他们要认真学习尧
今后更加积极地参与到读书活动
中去袁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袁好好
学习袁将来回报社会遥 接过图书袁
虎桥小学校长苏广宁非常感激袁
他说院野我们这个村留守儿童特别
多袁一般都是爷爷奶奶在家照顾袁
平时也不注重孩子的课外阅读袁
我们学校的图书量少袁内容单一遥
非常感谢人民医院给我们村的孩
子带来这么多绘本读物遥 冶
据了解袁 这次活动是该院践

行市委市政府倡导野书香廉江冶的
延伸活动袁 并得到全院党员职工
干部的大力支持袁 所有图书全部
为员工热心捐赠遥 李树裕指出袁医
院除了要帮助村民生活上脱贫袁
也要帮助他们精神上脱贫袁 这次
赠书活动旨在为推动乡村文化振
兴袁助力野书香廉江冶建设及全民
阅读空间建设袁 提升全民文化素
养贡献一点力量遥
据了解袁 为推动学习型社会
和文化强市建设袁 助力全国文明
城市建设袁我市于 8 月 10 日启动
野书香廉江冶全民阅读活动袁积极
倡导读书学习理念袁 动员广大群
众好读书尧 读好书袁 培养读书志
趣袁 通过读书陶冶情操尧 增长知
识尧培育文明遥

市小
人学
民赠
医书
院
为
贫
困
乡
村

廉江市人民医院肿瘤血液科专家在线
廉江市人民医院耳鼻咽喉外科尧肿瘤血液科业务主
任遥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鼻咽癌科主治医师袁医学博
士袁硕士生导师袁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放疗规培基地秘
书遥
擅长鼻咽癌综合治疗尧远处转移鼻咽癌治疗等方面
的诊疗工作遥 承担广东省卫生厅医学基金一项遥 先后在
国内外期刊发表论著 30 余篇袁其中作为第一作者尧通讯
作者在国际知名期刊上发表 15 篇 SCI 收录文章遥

夏伟雄
耳鼻咽喉科尧肿瘤
血液科业务主任

专家坐诊时间院周三
专家坐诊地点院
门诊五楼榆号诊室渊肿瘤血液科诊室冤
咨询预约电话院
0759-6618700渊门诊冤 0759-6600319渊科室冤

肿瘤血液科主任尧副主任医师袁肿瘤科放化疗组
组长袁 广东省医院协会肿瘤防治管理分会第一届委
员会委员遥 2006 年毕业于苏州大学临床医学本科袁
从事临床医疗 5 年袁 曾在广州珠江医院肿瘤中心进
修学习半年袁于中山大学肿瘤医院进修放疗 1 年遥 擅
长头颈部肿瘤等实体肿瘤的综合治疗袁 即放疗+化
疗袁对鼻咽癌的放疗有丰富的临床经验遥 具有较好的
放化疗等专业知识遥 能熟练处理本专业常见病尧多发
冯梓贤
病和危重病的诊治能力遥 主要致力于院各种恶性肿瘤
的规范放化学治疗曰恶性肿瘤微创靶向治疗和恶性肿瘤分子靶向治疗遥
擅长院1.CT 引导下经皮穿刺实体瘤组织活检术曰2援氩氦刀冷冻术曰3援射频
消融术曰4援体腔热灌注化疗术曰5援放射性粒子组织间植入治疗曰6援体外微
波热疗曰7援高强度超声聚焦肿瘤治疗等技术遥 2009 年被评为医院野健康
大家窑服务年冶先进个人袁2010 年荣获医院优秀技术标兵称号遥 承担广东
省靶向内照射联合介入消融技术治疗肝癌课题遥

肿瘤血液科血液组组长袁内科主治医师遥 湛
江市医学会血液内科学分会委员袁 湛江市医学
会肿瘤内科学分会委员遥 毕业于广州医学院袁曾
先后于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尧 中山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进修血液内科袁在国家级尧省级杂志发
表医学论文 7 篇袁参与医学立项 2 项遥 有扎实的
内科基础袁有较丰富的内科疾病诊治临床经验袁
罗 毅 熟练掌握内科各种常见病的诊断尧 治疗原则及
具体处理方法袁 尤其对血液内科疾病有更多的
诊治心得袁熟悉血液内科各种疾病的诊治新进展袁熟练掌握骨髓
穿刺术尧骨髓活检术尧腰椎穿刺鞘内注药化疗等各种临床技能袁
能开展缺铁性贫血尧巨幼细胞性贫血尧再生障碍性贫血尧溶血性
贫血尧急慢性白血病尧淋巴瘤尧多发性骨髓瘤尧骨髓增生异常综合
征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尧过敏性紫癜等疾病的治疗袁熟练开展
各类白血病尧淋巴瘤尧多发性骨髓瘤的化疗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