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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长期坚持在临
床第一线，深入探索
和研究各种复杂病例
的超声诊断，是一名
医技精湛的超声影像
专家；她在教学上治
学严谨，言传身教，
因才施教，培养出了
一批优秀的医学人
才；她对病人负责，
待病人如亲人，是深
受病人爱戴的好医生
——她就是广东医科
大学附属医院超声科
主任、广东医科大学
副教授徐晓红。

从事影像诊断工
作 20 余年，徐晓红
熟练掌握了超声诊断
学的理论知识和专业
技能，并且瞄准学科
前沿，开展多项新技术，在心脏、妇产科、
腹部、小器官及外周血管的超声诊断及介入
治疗上有着较高的造诣。2013年 7月至 2014年
1 月，她在香港中文大学威尔斯亲王医院学习
甲状腺、肌骨、腹部器官的超声诊断及肝脏
肿瘤的射频消融，并协助完成多项科研课
题；2014 年 10 月，她作为医院“雄鹰”计划
培养人才，前往日本东京医科大学进修学
习，不断地完善、增强自己的专业水平以及
科研攻关能力。

作为学科带头人，徐晓红带领科室团队及研
究生团队研究学术课题，累计在国内外杂志发表
论文近百篇，其中以第一作者及通讯作者发表
SCI论文 5篇。主持科研课题多项，如 2003年广
东省卫生厅医学科研项目（WK0321）——诊断
超声对人早孕胚胎细胞转录因子影响的研究，
2005年湛江市公开招标项目——超声造影技术和
螺旋CT对肝肿瘤微循环及血管病理基础的研究，
2007年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KZ0718）——诊断
超声对胚胎凋亡蛋白caspase-3的影响；出版专著3
部，其中以副主编身份编写《乳腺超声诊断学》，该
书由人民卫生出版社于2012年11月出版，两次参
编高职高专教材《超声诊断学》，主译《Textbook

of fetal abnormalities》。
在其担任超声科主任的十多年来，超声科在

粤西地区的影响力逐年提高。2015年，广东医科
大学医学影像学科得到了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
校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申请书并获得学校经费支
持，目前学校附楼七楼的医学影像实验室及专业
教室的改造与建设工作已经投入使用，而超声学
科成为院级重点学科建设对象，《超声诊断学》课
程获得校级精品课程。2016年该科室获得“湛江
市巾帼文明岗”称号、2017年获得“广东省巾帼文
明岗”称号、“南粤女职工文明岗”称号、湛江市

“青年文明号”称号、2018年获得“湛江乳腺癌诊
治中心”称号。

徐晓红认为，“以病人为中心”是医生的宗
旨。身为医生，她对病人负责，待病人如亲人，
以找到病人病痛之因为己任。有一年，某肝癌患
者做过三次射频消融手术及一次介入手术，术后
来复诊。由于进行了多次手术而导致肝内组织紊
乱，普通B超难以下诊断。徐晓红不畏辛苦，共
为病人做了五次造影，历时三个多小时，最终才
确定了残余病灶所在，而此时已是晚上八点。这
种工作认真严谨、对病人负责的态度，赢得了患
者的好评。

她叫唐艳，现任湛江
市第二中学年级主任。作
为一名教师，她爱字当先，
关心每一位学生；作为年
级主任，她率先垂范，科学
管理，所带备课组和级组
多次被评为校“先进集
体”。23年教龄，15年班
主任，7年备课组长，5年
年级主任，这一串时间数
字折射出了这位中学教师
的教育情怀和专注。

用心育人 诲人不倦

大爱无私，春风化
雨。在数十年的教育教学
一线上，唐艳始终以帮助
学生成长为己任。在担任
年级主任后，她向学生公
开自己手机号码，为学生
排忧解难，因此被亲切地称为“唐姐姐”。

唐艳常因与学生促膝长谈而错过饭点；她会第一
时间把远离父母的生病学生送到医院，跑上跑下办理
手续，来来回回悉心照料；她一次又一次地给予家庭
困难、遭遇变故或人生挫折的学生支持和鼓励，把误
入歧途的学生拉回正轨。

2015届有一位学生，性格倔强，在高一时生活没
目标，无心上学，和家人关系不好，曾离家出走。唐艳
经常找她聊天，抓住她好强的性格特点，慢慢把她引
上正轨。到高三时，她发生了蜕变，学习目标明确，最
终考上了华东政法大学，而且和家人的关系也紧密
了。这位学生多次说是唐老师改变了她的人生观，亲
切地称其为“唐妈妈”，而其家长更是对唐老师心存感
激。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不一而足，却都生动地诠
释了一位教师对学生无尽的爱。

教无止境 精益求精

唐艳热爱教学，为了不断追求专业发展新突破，
她始终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设计活动、调整教法，精
心备好每一节课，为达到效果不惜熬夜钻研。

广东省刚开设英语 2口语课程时，为了上好课，
她专门跑了一趟广州买资料。她曾面向高三级选考
英语2的学生开设了英语口语训练课，并举行了专题
讲座；利用课余时间开展英语兴趣小组活动和组织学

生参加市英语角活动。
虽然早已是资深教师，但她从不降低教学标

准，而是与时俱进，精益求精，在日常教学中开展
“生态课堂”和“微课教学”研究活动，进一步提高
教学效果。

此外，唐艳还参加了国家级课题《基于网络环
境下的中学英语教学模式》（2002-2004）和“基础
教育 （高中） 英语教学评价试验项目”子课题
（2006-2009，编号 41-7, 研究成果获“一等奖”）
和省级课题“高中英语教师专业化发展的评价研
究 ” （2014 年 7 月 立 项 ， 课 题 编 号
GDJY-2014-A-b159）的研究工作，2012年完成湛
江市英语学科骨干教师培训，被评为优秀学员。由
于其过硬的专业知识和不断学习的热情，教学深受
学生欢迎，成绩斐然。

唐艳先后担任英语备课组长、年级组长和年级主
任等职，她既善于安排落实，更注重亲力亲为。任备
课组长时，她主动承担公开课，示范引领，并带领全组
老师找资料编教程，而她自己编写的《课文语法填
空》、《单词表拓展默写》和《单元同步小测》三套资料
已被学校多届高三使用；她任年级主任后，帮带、指导
年轻班主任开展工作，确保年级的纪律和风气。由于
管理到位，所带备课组和级组多次被评为校“先进集
体”，她本人被评为“教育教学管理先进工作者”。

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

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超声科主任 徐晓红

精湛医技铸就仁心仁术
文/记者 张蔓莉 通讯员 陈少霞

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

湛江市第二中学年级主任 唐艳

坚守师者情怀 守望花开灿烂
文/记者 张蔓莉 通讯员 陈少霞

徐晓红给带教学生操作讲解。
唐艳在指导学生学习。

“五一”小长假刚结束，尽管期间伴有
阵雨天气，但却丝毫抵挡不住市民外出旅
游的热情。5月4日，记者走访中了解到，
不少市民都选择小长假开展短途旅游，省
内游及湛江周边游最受青睐，湛江本土乡
村旅游持续升温。

中短途旅游线路火爆

“今年游客选择路线主要为茂名、阳
江闸坡、广西北海涠洲岛等短线游。”一位
旅行社负责人告诉记者。

除了跟团短途游火爆之外，自驾游也

是今年“五一”出游的一大亮点。随着交
通条件的改善、私家车的普及和假日期间
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政策的实施，自驾游、
散客游、家庭游、亲子游等自助式旅游方
式已成为民众出游首选。

“‘五一’假期只有4天，不想太劳累，
所以选择自驾游，一家人到湛江周边走
走。”“五一”假期，市民周先生没有跟团长
途游，而是选择和家人选择到阳江海陵岛
游玩。

记者走访中了解到，像周先生这样选
择周边游的市民不在少数。考虑到“五
一”假期时间短，不少市民选择了湛江周
边游，使得中短途旅游升温，短线游线路
火爆。

“去年‘五一’假期，一家人宅在家里，
就是打打牌，时间一下子过了。今年特别
安排了5月1日至3日到茂名玩，4日在家
休息。”市民李先生表示，今年的假期有了
一天休息，上班精神也饱满。一家人外出
游玩一趟下来，也就花了2000多元，感觉
花费不高还过得挺有意义。

乡村体验游持续升温

走马观花的跟团游已满足不了广大
游客的需求，走进乡村，体验乡村文化，感
受农家生活的乡村旅游，也成为“五一”小
长假出游的热点。“五一”假期期间，我市
南极村、硇洲岛、谢鞋山、万聚生态农庄等
多个乡村旅游景点持续火爆。

“‘五一’期间，尽管高速公路免费，但
总担心塞车，所以还是选择带上孩子，到
周边的乡村开展体验游。”市民吴先生告
诉记者，“五一”期间他们全家选择到硇洲
岛旅游，住进了乡村民宿，体验了一番原
汁原味的渔家乐。“这样的旅游方式，不仅
有趣，也让孩子体验了乡村生活的艰辛，
磨炼了孩子的意志。”

不少市民表示，选择乡村体验游，
不仅距离不远，方便来回，交通便捷，还
能体验乡村气息，感受浓浓乡情，品尝
烧着柴草的大锅农家饭菜的味道。在
这样的体验游中，既增进了家人的感
情，也支持了我市的本土旅游，不失为
一个好选择。

本报讯（记者陈彦 通讯员陈文韬）5
月5日上午，麻章区创文办牵头召开创文基
础设施补短板项目和预算安排工作会议。

会议传达了市创文基础设施补短板项
目细化和资金管理工作会议精神，要求按
全市部署，5月6日前完成2019年创文基
础设施补短板项目经费情况表填报工作。

会议要求，“一把手”要亲抓，专人全程
负责，抓紧工作任务梳理，科学合理选定项
目，体现城市的历史人文风貌；申报项目工
作与前期谋划工作要同步进行，提升项目标
准；积极主动加强与上级对口部门的沟通衔
接工作，提升项目专业化水平；各相关部门
要通力合作，加强配合，提升工作效率。

本报讯（记者欧丹丹）“五一”期间，记
者在中国移动佛山分公司对口帮扶的坡头
沙城村看到，种养合作社社员、贫困户都忙
碌着将新鲜的红薯筛选称重、打包、贴快递
单，一个个香甜可口的红薯，将用快递物流
发往外地，通过电商在省内销售。据悉，在
佛山移动电商扶贫项目小组的对接下，沙
城红薯连续两年上架广东移动岭南生活电
商平台销售，并通过广东移动APP-佛山
特惠、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转盘抽奖等线上
多触点进行宣传推广，吸引客户的积极参
与，截至四月底，今年春季的沙城红薯已全
部售罄，活动期间订单 3922 箱（10斤一
箱），销售额近20万元，预计春季线上销售
给沙城村贫困户增收10万元，喜迎春季开
门红。

记者了解到，沙城村盛产番薯，质量上
乘，口感香甜，但渠道单一,主要依靠本地
零散客商走货，附加值不高,对外销售一
直是一个大难题。2017年在帮扶单位的支
持下，沙城村开始发展电子商务,把电子
商务纳入扶贫日常工作,依托电子商务模
式提高贫困户增收致富能力,通过村级电
商网点建设、电商知识集中培训和农技专
家上门指导,切实发挥电商扶贫在推进沙

城村精准扶贫中的重要作用。2018年驻村
工作组还组织种植大户和有劳动力贫困
户,共同组建成立沙城村种养专业合作
社，步入规范化的运营。按照精准扶贫、精
准脱贫的要求,将“互联网+”与扶贫开发
相对接,扩大农特产品销售渠道,推动农
特产品上行,带动贫困人口就业,脱贫增
收,为沙城村扶贫工作做出积极贡献。另
外，帮扶单位发挥自身信息化优势，帮助
贫困户解决网上销售问题,让贫困户能够
通过电商销售真正从项目中脱贫致富。两
年来，沙城村出产的优质红薯、莲藕及花
生等当地农副产品通过线上线下销售体
系销售,累计销售金额在2018年12月就
突破了100万元。沙城村电商扶贫案例还
被市扶贫办评为湛江市十大扶贫案例，产
品也获评湛江市十大扶贫明星产品及农
博会扶贫农产品金奖。

中国移动佛山分公司驻村干部杨旭
康表示，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沙城村将继
续做好电商扶贫，提升工作水平，将电商
扶贫做得更有成效，助力沙城村的脱贫攻
坚工作，让电子商务成为一座脱贫的桥
梁，使贫困群众早日摆脱贫困，过上幸福
的小康生活。

本报讯（记者曹龙彬）4月30日，湛江
市龙科源水产有限公司负责人专程来到遂
溪县行政服务中心政务服务大厅海洋与渔
业部门窗口，将一面绣有“高效服务、情系
企业”的锦旗送到窗口工作人员手中，感谢
窗口工作人员所提供的优质高效服务。

据了解，遂溪县出台《政务环境优化行
动计划实施方案》，以更快更好方便企业和
群众办事创业为导向，着力推进政务服务

“一网、一门、一次”改革，努力实现企业和
群众办事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扇
门”，现场办理“最多跑一次”，奋力打造“清
正、高效、包容”营商环境。

本报讯（记者林石湛 通讯员韩嘉俊
王慧）记者从市教育部门获悉，教育部高等
学校创新方法教学指导委员会近日在韶关
举办的“2019年中国工程机器人大赛暨国
际公开赛”上，广东海洋大学副教授王慧带
领并指导的参赛团队作品《面向水产养殖
的物联网水下机器人——仿生海龟》荣获
工程创新项目物联创新设计赛一等奖。通
过物联网技术，水下机器人仿生海龟首次
实现了韶关——湛江两地实时再现传输清
晰的水下视频图像。

“五一”小长假

短途游受青睐 乡村游持续升温
记者 李亚强

电商扶贫喜迎今春开门红坡头沙城
红薯售罄

村民忙碌着将新鲜的红薯筛选称重、打包、贴快递单，一个个香甜可口的红薯，
将用快递物流发往外地，通过电商在省内销售。 记者 欧丹丹 摄

中国工程机器人大赛暨
国际公开赛鸣金

湛江高校学子
荣获一等奖

麻章区召开创文会

高效服务情系企业
遂溪政务窗口获赠锦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