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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潘洁婷）12月6日，记
者从湛江市老游击战士联谊会获悉，由
该会主办，百名南路后人倾力打造的歌
舞史诗巨作《烽火南路——讲述南路（粤
桂边）父辈的故事》（以下简称《烽火南
路》）将于本月18日在湛江影剧院精彩上
演。届时，观众将在沉浸式观赏体验中，
观看到南路战士抗战期间的感人故事，
回顾那段烽火连天的红色历史。

《烽火南路》由近百名自湛江等
地、平均年龄超过 60 岁的南路子弟策
划、导演，演出旨在重温父辈在硝烟弥
漫的岁月中顽强抗争的英勇事迹，缅
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传承红色基
因。《烽火南路》精选真实素材，通过歌
舞交融、诵唱共鸣、器乐交响等多种表
现形式，重温历史，讴歌南路（粤桂边）
老一辈革命者为建设新中国抛头颅洒

热血的艰苦卓绝。
今年9月，《烽火南路》先后在穗、深

两地举行专场演出，并在演出中不断打
磨与改进。作品自公演以来，赢得如潮
好评。逾千人到现场观看，近万海内外
观众通过网络平台观看了演出的直播、
转播，省、市多个主流媒体对活动进行了
全程报道。

为传承红色基因，牢记初心使命，组

委会对《烽火南路》进行精深加工，改编
后的演出在汲取了《烽火南路》原版精华
的基础上，从歌颂英烈、唱响军歌、凸显
特色、舞台效果、章节布局等方面进行改
进，将全面展现老一辈革命者在苦难中
崛起、在拼搏中前进的光辉历程。

本月18日，大型歌舞史诗《烽火南
路》升级版来到湛江，将为湛江观众带来
一部激动人心的艺术精品。

“当初学医的目的就是救死扶伤，
遇到需要救助的人，医者父母心，无论
是谁都会毫不犹豫去施救的，况且自
己还是一名共产党员，要不忘治病救
人初心，牢记为人民健康护航的使
命。”谈及两次主动救晕倒老人的感受
时，廉江市人民医院的医生宋文明这
样说。

合力相救晕倒老人

今年7月10日下午2点多，有一位
80多岁的老人突然晕倒在廉江市区交通
繁忙的中环三路与新风路交汇的十字路
中。见此情景，有路过的市民马上打开
伞给老人遮阳，刚好开车路过的廉江市
人民医院的医生宋文明听说有老人晕
倒，于是立刻靠边停车，来到老人身边。
他俯身看见老人脸色、嘴唇都已发黑，并
且呼之不应，再摸颈动脉也没有搏动的
迹象。宋文明出于职业敏感，立即清理
老人口腔，然后一边按压、一边进行人工
呼吸，为老人进行心肺复苏。几个回合
下来，老人还没有苏醒。这时，有的市民
拿来风油精给老人涂擦，有的拨打120，
有的通过老人的手机寻找老人家属，有
的主动协助指挥交通，让繁忙的交通路
口，秩序井然。

正当宋文明为老人进行几个回合人
工呼吸的时候，廉江市人民医院护士黄
小柳也刚好上班路过。看见累得满头大
汗的宋文明，她也立刻加入救人的行列，
为老人进行人工呼吸，换下正在进行人
工呼吸的宋文明，让宋文明做其他急救
工作。经过两位医务人员的20多分钟的

急救，老人逐渐有了意识。这时，救护车
也到了，宋文明和黄小柳又协助急救科
的医务人员把老人送上救护车，到医院
进一步救治。

“这两个年轻人及时出手救晕倒老
人，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为我们廉江
有这样的好青年感到骄傲，年轻男子及
时出手，正确的施救方法，为救人赢得
了时间；一个大姑娘在大庭广众之下，
毫不犹豫地嘴对嘴反复进行人工呼吸，
太难能可贵了。”在事发路段经营瓷砖
的老板娘不但录下救人视频，还在朋友
圈大加赞扬。

记者采访时，黄小柳说，作为医务
工作者，救死扶伤是职责所在，遇到需
要救助的病人，相信大家都不会袖手旁
观的。

夜救遇车祸老人

“他这个人天生一副热心肠，遇到这
种事，他不救人才奇怪。”同事黄医生如此
评价宋文明。

据了解，今年9月8日晚上10点多
钟，宋文明路过廉江大道北到樱花公园
散步时，看到一位老人躺卧在廉江大道

北机动车道上，旁边有两个年轻姑娘和
一辆电动车。宋文明上前一问，得知是
老人被姑娘的电动车撞倒，姑娘吓得手
足无措。

于是，他上前检查老人的情况，发现
老人已经晕过去了。他将老人翻转过来，
仰卧，首先清理老人口中唾液，为进行心
肺复苏做好准备，叫旁人帮助报警和呼叫
救护车。然后，迅速为老人进行心肺复
苏。时间在慢慢过去，宋文明反复为老人
做心肺复苏。十多分钟后，宋文明将苏醒
过来的老人交给救护车送到医院作进一
步的检查。

本报讯（记者潘洁婷 通讯员李劲
光）以“创建文明城市、共建美丽遂溪”为
主题的遂溪县首期人大代表论坛12月5
日举行。14位全国、省、市、县、镇五级人
大代表围绕遂溪创建省级文明城市工作
出谋划策、建言献计，着力推进全市创文
工作落实见效。

2019年来，遂溪县人大常委会积极践
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把“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作为做好新
时代人大工作的重大课题，把办好“人大
代表议政论坛”作为重要抓手，把推动城
市创文作为监督工作的重中之重，充分发
挥代表熟悉基层、体察民情、了解民意等
优势，多形式多层次组织人大代表开展调
查研究，为创建省级文明城市、建设美丽
新遂溪献计献策。

论坛中，全国人大代表刘小权等14位
人大代表为创文工作开出了好“处方”，为
推进城市品位的提高、营商环境的优化、
生活质量的提升贡献了智慧和力量。

本报讯（记者何有凤 通讯员马晓骊
刘喆）12月8日，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在
霞山区霞湖公园启动建院50周年大型义
诊及医学科普宣教系列活动，为广大群众
送健康，助力健康湛江全面发展，助力我市
创文工作。

当天，该院组织内科、外科、妇产科、儿
科、中医科等专科的专家教授，在霞湖公园
开展义诊送医送药活动，吸引了不少市民
前来咨询和问诊。该院还在现场开展医学
知识科普宣教，对一些常见病、急性病的预
防、护理等知识进行宣教，传播健康科学知
识，提高公民健康素养。同时，活动现场还
开展急救知识培训，由专业医护人员现场
教授徒手心肺复苏、常见外伤包扎止血等
急救操作技能，增强公众的急救意识和能
力。

湛江作为首批广东省健康城市试点，
去年1月，霞山区人民政府与广东医科大
学附属医院共同签订了《共创广东省健康

城市框架协议》。今年5月，该院又提出打
造健康促进与医学科普传播共同体，探索
构建“医传防”融合的大健康服务模式，以
最大程度凝聚全社会共识与力量，促进医
学科普传播工作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共同
推进健康中国、健康广东、健康湛江建设。

该院扎根湛江50年，一直秉承“以人
民健康为中心，以医务人员为主体，充分调
动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不断提升医疗
技术水平和医疗服务质量，为人民群众提
供全方位和全生命周期的医疗和健康服
务”的初心和办医宗旨，积极履行社会责
任，以群众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为导向，围
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以实际
行动积极推进“健康中国”战略，满足广大
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全心服务群众，不断
提升群众就诊的满意度。接下来，该院还
将继续推动建院50周年大型义诊及医学
科普宣教系列活动进农村、进社区、进学
校。

本报讯（记者林明聪 通讯员洪瑗）
12月8日，吴川团市委带队到王村港镇敬
老院开展“关爱老人·温馨爱心餐”慰问活
动，现场为老人们包饺子，送上丰盛的爱
心午餐。

王村港镇敬老院有6名老人，平均年
龄已高达83岁，均无子女伴侣，因没有自
己的住房，平日都是住在敬老院。当日，
参加慰问活动的志愿者有近50人，他们
为老人送上了米、食用油、纸巾等慰问品
以及慰问金，还带来了大量食材，现场为
老人们包饺子，为老人奉上丰盛可口的爱
心午餐。在现场，还设有帮老人们修剪头
发的义剪区，以及帮老人们测量血压等体
检项目的义诊区。志愿者们分工合作，在

冬日里为老人们带来了一份来自心底里
的温暖。一对跟父母来参加这次志愿活
动的双胞胎姐妹，拿出自己的压岁钱，分
别送到6位老人手上，受到大家的赞扬。

吴川团市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次活
动为老人们提供了生活、心理健康等多方
面的志愿服务，弘扬了中华民族尊老爱幼
的传统美德，让老年人体会到社会大家庭
的关怀和温暖，以后还将组织更多类似的
关爱活动，把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思想
传承下去，让更多的爱心人士参与到关爱
活动中来，努力营造尊老爱老、传递真情
的氛围。

大家现场为老人们包饺子。通讯员
洪瑗 摄

本报讯（通讯员张欢）“赶到这里已
接近下午6点了，还以为会白跑一趟，没想
到还能一次办理完成，效率也太高了！”日
前，在市行政服务中心卫生健康局窗口
前，刚刚办理好护理变更业务的许小姐格
外高兴。这是市卫健局窗口日常工作和
服务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市卫健局窗口
工作人员把“便民、高效、廉洁、规范”作为
工作的宗旨，在服务方式上推出了“只跑
一次”、“即办件”、“延时服务”等服务方
式，全心全意为群众提供优质服务。

同时，为进一步加强工作人员的作风
建设，督促窗口人员认真落实岗位责任
制、服务承诺制、首问负责制、一次办结制
等制度，确保前来办事的群众“只跑一
次”，就能满意地办完所有业务。

本报讯（记者曹龙彬 通讯员陈君俊）
12月2日下午，杨家镇禁毒办联合派出所
在杨家圩场开展以“万众一心、众志成城、
禁绝毒品，创建平安杨家”为主题的禁毒宣
传活动，使广大群众更加了解毒品的危害，
提高自觉抵制毒品的意识和能力。

12月4日，记者从霞山区人民法院获
悉，杨某杰因盗窃罪被判处一年有期徒
刑。原来，为了偿还赌债，杨某杰通过暴
力手段破坏锁柱、电子锁等公共自行车设
施的方式实施盗窃，在短短一年内疯狂作
案，偷窃公共自行车达187辆，涉案金额
17万元。（12月9日《湛江日报》）

短短一年时间，杨某杰就疯狂作案，
偷窃了187辆公共自行车，涉案金额达17
万元，令人咋舌。案件背后，值得反思，更
呼唤形成保护公共自行车的合力。

公共自行车系统从2014年11月建设
至今，不仅打通了湛江市民出行的“最后一
公里”，让湛江人的出行变得便利，而且还
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湛江人的出行习惯，
让越来越多人习惯并逐渐爱上了“绿色出
行”。我们甚至可以说，一辆辆公共自行车
已经成为文明湛江的“行走”标签。然而，
在我们享受骑车出行的绿色与便利的同
时，公共自行车遭到破坏、偷窃等问题也在
困扰着公共自行车经营者及广大租车市
民。经营方为车辆的高损耗感到烦恼和无
奈，市民的“绿色出行”体验因车辆损坏大
受影响。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对公共自行
车的破坏，就是对文明城市的一种伤害。
保护公共自行车绝非经营方自家的事，而
是与租车用户乃至全体市民息息相关。各
方合力保护好公共自行车，是一座城市文
明的追求，更是一地营商环境的要求。

公安机关严厉打击盗窃公共自行车
违法行为，霞山区人民法院依法对盗窃犯
罪嫌疑人严惩，体现了依法保护公共自行
车的力度和实效。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
对于一些人在上锁的公共自行车上边聊
天便蹬车、推拉摇晃公共自行车，造成锁
柱的电子锁感应失灵、链条松动脱落等问
题，更需要道德约束和民众监督。

形成保护公共自行车的合力，首先是
要有关部门主动作为、敢于担当，一如既
往地对恶意破坏、偷窃公共自行车等违法
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形成震慑力。特别是
借助“天眼”系统盯住每一个公共自行车租
赁网点，不放过每一起恶意破坏、盗窃公共
自行车的违法行为。其次，是要把保护公
共自行车作为文明城市创建过程中的“窗
口”工程，广泛开展保护公共自行车、爱护
公共物品等方面的宣传教育。把对公共自
行车的保护，打造成展现文明城市良好形
象的一大亮点。最后，是要全体市民都行
动起来、参与进来，形成保护合力。

宋文明为老人进行心肺复苏。受访者供图

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医护人员现场教授急救操作技能。通讯员 刘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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