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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政法系统专题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精神
本报讯 渊记者李文静冤11 月 30
日袁 我市召开政法系统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精神
专题会议袁要求切实做到学懂弄通袁
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袁 坚持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指引政法工作遥
市委副书记尧 政法委书记陈典
聪袁市人民法院院长李建强袁市人民

检察院检察长刘真才袁 市委政法委
机关全体干部职工袁 及全市政法系
统干部共 300 人参加会议遥
会上袁 陈典聪传达了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精
神的有关会议精神袁 并结合当前我
市政法工作情况作具体部署遥 他强
调袁全市政法干部要迅速深入学习袁
切实学懂弄通袁掀起学习热潮袁营造

医疗帮扶

浓厚的学习贯彻氛围袁 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
要讲话精神上来袁 把习近平总书记
殷殷嘱托转化为做好政法工作的强
大精神动力遥
陈典聪要求袁 要努力为新时代
廉江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安全的政治
环境尧稳定的社会环境尧公正的法治
环境尧优质的服务环境袁在更高起点

上推动新时代廉江政法工作迈向新
台阶袁全力打造最平安最稳定县市遥
一要坚决维护社会大局稳定袁 主动
化解基层突出矛盾遥 二要深入开展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袁 继续保持严打
高压态势遥 三要夯实党建引领基层
工作袁 推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
格局早日形成遥 四要全面推进法治
建设袁 提升司法质量尧 效率和公信

力遥五要加强党的领导袁把政法基层
组织锻造得更加坚强有力遥
会议还邀请了湛江市委尧 廉江
市委宣讲团成员陈振东给市政法系
统作 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三十讲曳宣传讲座袁全面尧
系统尧 深入阐释了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意义尧
丰富内涵及精神实质遥

我们没有停下脚步

要记市人民医院主治医师詹健飞及其义工团队
要要
本报记者李廷赋

徐广珍
治疗袁病人保肢成功袁完全康复遥
在融水袁 他们的医疗技术很快
传开袁 每天都要治疗三四台常规手
术遥 每台观摩手术都是人满有序袁专
心致志遥 詹医生结合临床治疗袁对医
生给予指导袁 年轻医生们都勤奋好
学袁 进步很快袁 也成了科室骨干力
量遥
两个月的扶贫期限已到袁 融水
市领导主动与我市领导沟通袁 请詹
医生继续扶贫遥 于是他继续在拱洞
带教学生尧开设讲座袁直到那些学生
都能规范治疗烧伤病人遥 詹健飞到
融水 4 个月以来,在全县 23 间医院
开展科普培训袁 免费发放了 398 本
科普书和 796 支烧伤膏袁自驾 1286
公里路程遥 还发起的名为野融水医疗
群冶微信群袁网上开展帮扶袁至今已
有 439 名医护人员加入遥 他利用休
息时间去大浪镇大德村袁 红水乡振
民村尧高文村袁拱洞乡拱洞村尧高武
村尧高亮村尧龙令村尧芝东村尧大沟
村尧瑶龙村尧龙培村尧大年高马村等
边远村屯袁为 50 多位行动不便的贫
困患者义诊遥
图为詹建飞在融水拱洞卫生院开展精准扶贫

古人说院野不为良相袁 便为良
医遥 冶良相与良医做事有大小之分袁
却都是利国利民的角色遥 詹健飞是
廉江人民医院烧伤科医生袁 芸芸众
生中的良医一个袁 更是个性独特的
野犟医冶遥 北方有犟驴袁九牛拉不回遥
廉江有犟医袁 也是认准了事不回头
的主遥
他认同野上工治未病冶的理念袁
认为应该防患重于救治遥 他执着于
开公益性烧伤讲座袁 地点大都放在
偏远地区遥 三年来袁他带着团队从广
东廉江到广西融水袁 开了将近一百
场公益讲座袁直接受益者三万人遥 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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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还到融水拱洞镇实施精准扶
贫袁创办烧伤科实地救治伤病员袁带
教年轻医生曰他延长扶贫时间袁直到
融水各镇都开设公益讲座袁 拱洞医
院的烧伤科也能承传下去遥 他的工
作得到融水县委常委尧 副县长张洋
等领导高度评价袁 他最近被推荐参
加广西扶贫工作者代表大会遥
科普讲座 医疗帮扶第一步
偏远地区留守儿童尧老人多袁科
普知识欠缺尧交通不便袁患者往往错
过黄金时间袁遭受难以挽回的损失遥
詹医生的团队选在偏远学校开讲
座袁摆在县市的却往往是好事多磨遥
有时他被误以为是借讲座卖药袁或
者名为免费实则敛财遥 甚至袁有人不
相信他是真正的医生遥 当然袁真的始
终假不了袁 听过他讲座的人无不点
头称赞遥
一次袁 他们选定一间山区小学
开讲座袁找到校长遥 对方正在忙着袁
并且也不理解袁开口就问要多少钱袁
然后就没有下文遥 于是再找到校长袁
耐心解释袁 表明他们开讲座只为学
生好袁不收钱也不卖药遥 校长答应给
半小时开讲座袁詹医生再争取袁于是
讲座时间增加到一个钟袁 听众是一
个班的学生和班主任遥
校长开始隔十多分钟就来听一
下袁很快就觉得很好袁一直听下去袁
还召集全校师生都来听遥 到一个钟
很快过去袁校长要求继续讲下去遥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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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讲座结束时袁 校长诚意邀请他们
去吃个便饭袁他们婉言谢绝了遥 团队
有规定袁吃自己的盒子饭袁不接受任
何招待遥 校长老师多次邀请袁并说用
这种方式弥补他们的怠慢过失袁请
给个机会遥 他们很理解袁也很感谢学
校的支持袁但真的不能开这个例遥
下午袁 校长说旁边的幼儿园需
要开讲座袁要请他们去讲遥 他们到幼
儿园时袁孩子及其家长都来了袁坐得
整整齐齐的遥 校长一直旁听到结束遥
晚饭时间袁校长再次邀请袁说不管怎
样都要给一次机会遥
就这样袁犟医也破了例遥 当然仅
是一例袁因为他是犟医遥
近年袁廉江改革医疗制度袁人民
医院尧妇幼和基层医院资源共享袁取
得明显成效袁 省领导来廉江调研都
给予好评遥 詹医生挂点在青平医院袁
他做好本职工作袁 还抓住机会开讲
座袁 普及烧伤科治疗知识遥 一天晚
上袁詹医生在青平医院工作袁一个老
太婆带着被烧伤的孩子进来遥
这孩子伤得不轻袁 但处理效果
不错遥 詹医生问起他们是怎么处理
的袁 老太婆说上午听了詹医生的讲
座袁她孙子下午被烧伤袁就照着做遥
詹医生确实是上午在村里开讲座袁
但认不出这个阿婆遥 他说院野你认得
詹医生吗钥 冶随即摘下口罩袁阿婆激
动地说院野就是你袁你就是詹医生浴太
感谢你了浴 冶
詹医生给孩子作后续处理袁孩

子恢复很快袁没有留下后遗症遥
创办烧伤科袁讲座开到苗家寨
今年 7 月袁 他到融水拱洞镇开
展精准扶贫遥 拱洞是偏远山区的偏
远山区镇袁 唯一通往县城的路在山
腰盘旋袁一边是穿云高山袁一边是深
不见底的悬崖遥 有一个例子院他们去
滚贝乡卫生院搞公益讲座袁 遇到山
体滑坡袁 石头滚落下来袁 阻塞了去
路遥 他们是搬开了石头尧 清理了路
面袁才开车过去的遥 这样的事情他经
常遇到袁但误不了事遥
他说是野好为人师冶袁在桂北开
了 23 期科普讲座袁 做了无数台手
术遥 他搞讲座不只在拱洞袁而是遍及
县城及各乡镇尧山村袁他常在做手术
时袁结合现场实例开讲座遥 基层医疗
条件不尽人意袁 但他将先进技术结
合实际袁处理创口无需麻醉袁较大手
术也只用局部麻醉袁取得良好效果遥
融水人民医院一个领导的岳父
糖尿病足感染袁病情严重遥 该医院没
有专科袁 其他医生认为最保险的办
法是截肢保命遥 詹医生被请到现场袁
他看了检查资料袁结合病人情况袁说
出自己的专业思路遥 直接指出医院
的治疗尚有不科学之处袁 要按专业
的方案规范治疗遥 而根据我们多年
的临床经验袁 这种情况是不需要截
肢的遥 医院专家们觉得詹医生的思
路可行袁于是把病人送到拱洞医院袁
接受他的规范治疗遥 经过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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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着的野犟医冶 大爱的使者
詹健飞对医德医术有执着的追
求袁自费到多家大医院进修学习遥 他
擅长烧伤和瘢痕的治疗袁 各种慢性
创面的修复袁体表肿物尧痣的微创手
术袁免缝技术等遥 在我市首先引进和
使用原位再生技术治疗烧伤及其他
慢性创面袁 率先将免缝技术用于体
表肿物切除手术和头面部微整形手
术上遥 这为他开展医疗帮扶工作产
生积极的作用遥
野犟医冶克服重重困难袁践行精
准扶贫工作袁让人为之感到骄傲遥
2018 年 9 月 13 日袁 融水县卫
计局 给 廉江 市 人 民 医 院 发 函 说 院
野噎噎在詹医生的指导下袁我县拱洞
中心卫生院医务人员的医疗技术水
平得到了明显提高袁 医院的医疗行
为得到进一步规范袁 为拱洞卫生院
树立了良好的形象遥 詹医生在为患
者群众解除病痛的同时袁 深得当地
群众和基层医疗工作工作者的信任
和爱戴袁 其在帮扶期间还深入我县
13 个乡镇为卫生院医务人员及村
医生开展烧伤处理和慢性伤口处置
等知识培训袁 帮扶作用十分显著
噎噎冶2018 年 4 月 28 日袁叶廉江新
闻曳刊登的叶詹建飞院让孩子远离烧
烫伤科普公益使者曳 说院野大家都喜
欢他袁认为他是身边的雷锋袁是值得
学习的榜样遥 冶
不管是在融水还是在廉江袁詹
医生及其团队都在做医疗帮扶工
作袁他们是群众心目中的大爱使者遥

阳西县政协考察
组到我市调研
本报讯 渊记者李文静冤11 月 27
日袁阳西县政协主席翁文星尧副主席
林进康带领阳西县协政考察组到我
市调研考察乡村振兴工作遥 我市政
协主席吴永光尧 副主席林炳坤陪同
调研遥
翁文星一行先后到鹤地水库尧
城北公园尧 石颈镇岭南红橙基地等
地袁考察调研我市水资源保护尧特色
农产品产业链等乡村振兴工作遥 近
年来袁我市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袁
在党建引领下袁引进尧培育一批龙头
企业袁 加快建设特色农产品精深加
工示范园区袁 引导农产品加工企业
向园区聚集袁 用国家或省级休闲农
业示范点发展旅游业袁 打响农业品
牌遥 推进野互联网+现代农业冶袁大力
发展农村电商遥 依托中国小家电产
业基地尧中国红橙之乡尧中国特色小
镇等独特优势袁发展创意旅游尧创意
农业的新型业态袁 促进农村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遥
经过考察交流袁 翁文星认为我
市积极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袁 上下
一心积极推进乡村振兴袁 建设了一
批社会主义新农村亮点项目袁 走出
了一条乡村振兴特色之路袁 希望两
地进一步密切交流合作袁 在推进乡
村振兴工作中携手前进袁共同发展遥

《红土热血》即将
开机拍摄
本报讯渊记者揭英隆 通讯员
秦业强冤11 月 29 日下午袁 我市召
开红色基因宣传教育片 叶红土热
血曳开拍座谈会遥 市关工委主任蔡
中舫以及市委宣传部尧市关工委有
关领导和剧组人员参加座谈遥
蔡中舫对创作人员和导演组
开展前期工作取得的成绩表示肯
定袁并要求剧组人员要树立责任意
识尧精品意识尧奉献意识遥以对党负
责尧对历史负责尧不忘初心的态度袁
认真对待袁要把拍摄过程作为一次
向革命先烈学习的过程袁 克服困
难袁甘于奉献袁积极开展工作袁争取
把叶红土热血曳打造成文艺精品遥
导演组介绍了 叶红土热血曳的
拍摄日程安排和各项工作的准备
情况袁有关人员对如何完善拍摄日
程安排提出意见建议遥
为充分挖掘我市本土红色宣
传教育题材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袁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
的世界观尧人生观尧价值观袁扣好人
生第一粒扣子袁今年年初袁市关工
委提出创作红色基因宣传教育片
叶红土热血曳的设想袁经过半年多的
准备工作袁决定在 11 月 30 日开机
拍摄遥

有人在廉江市吉水镇竹根山
村村口位置的耕地上建房
刘先生反映在廉江市吉水镇
竹根山村村口位置的耕地上有两
户人家建房袁平均每户占地面积约
150 平方米以上袁 现已打好地基遥
其曾向相关部门反映袁但问题未得
到解决遥现其希望相关部门尽快处
理遥渊备注院请职能部门切勿泄露市
民信息冤
吉水镇政府回复:您好浴 您反
映的问题袁吉水国土资源所执法人
员已于 2018 年 10 月 30 日及 31
日先后两次到现场核查袁 经核实袁
您所反映的建房地块属于农村居
民点用地袁不属于耕地性质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