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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溪草潭海域一只搁浅海豚获救
生态文明建设
本 报 讯 （记 者 黎 阳 明 通 讯 员 赖 智
勇）6 月 14 日上午 8 时许，遂溪县公安局草
潭派出所接 110 转警称：在遂溪县草潭镇

北拉海域沙滩上发现有一只海豚搁浅，需
要紧急救助。接报后，该所值班民警立即
组织人员赶赴现场处置。
该所民警聂代金、辅警钟飞在热心报
警群众戴小雄的带领下，大约 20 分钟便到
达草潭镇北拉海域。在现场，他们发现一
只黑色海豚在沙滩上搁浅，已经奄奄一
息，情况非常危急！见势，民警和群众立
即协力在沙滩上紧急挖一个小水池，建起

临时水域，将海豚暂时救助并将现场保护
起来，
同时向遂溪县渔政大队反映情况。
最初，民警同赶来协同救助的渔政
大队工作人员等尝试通过人抬方式，为
了保护海豚不受伤害，立即组织群众找
来软布将海豚包裹起来，小心翼翼抬到
大海，但因海水的深度不够，海豚没有游
出去。紧接着，他们马上将海豚抱上渔
政大队的快艇，运到安全的远海才成功

将海豚放回自然。
据民警聂代金介绍，该海豚约 80 斤，
疑受到台风恶劣天气的影响在海滩上搁
浅，幸亏群众的保护意识高，及时求助才
挽救了一条可爱的宝贝。由于海豚皮肤
光滑，很容易受伤，所以整个救助过程科
学谨慎。
海豚起初不愿离去，它围着快艇转了
三圈才欢快地游回大海。

廉江安铺桃花岛“万巢雏鸟鸣”

护鸟人与他的众多“儿女”
记者赖寒霜 通讯员毛雷

雏鸟掉落地上，就捡起来，爬上树仔细甄
别，然后放回巢里，碰到受伤的要拿回屋
里治疗喂养，像爱护自己的儿女一样，每
天如此。有时还要驱赶凌空觅食的猛禽，
更要防止有人偷猎，直到傍晚六七点万鸟
归巢育雏时，他才能松一口气。
“你看我的手脚，都是横七竖八的痕
迹。”他笑着卷起裤子撸起袖子，上面全是
一道道进密林巡查时被划破的血痕。

连日来，廉江市安铺镇桃花岛候鸟保
护区“万巢雏鸟鸣”的壮观景象震撼了十
里八乡，镇政府更是拨款支持候鸟保护，
努力把桃花岛打造成南方一个重要的候
鸟繁殖基地。

密林现“鸟巢世界”
“每平方米范围内至少有两个鸟巢，
多的达五六个，保证你一辈子没见过。”昨
天记者踏上桃花岛，不见桃花，岛上却一
片碧绿，鸟鸣啾啾。
“岛主”、护鸟人梁一元
迎上来，笑眯眯地说。
在梁一元居住的小屋后，一条长满绿
草的小径通向几十米外的一片枝繁叶茂、
遮天蔽日的茂密林地，那里传来更多的嘈
杂鸟鸣声。梁一元拉着记者的手，敛声屏
气地走过去，林木越来越茂密、啁啾声在
在桃花岛，梁一元给小白鹭喂食。
本报记者 李忠 摄
耳边越来越响亮，随即他手指往上一举，
哇，头顶上的树杈横枝间，全是密密麻麻
了，再也不在这里筑巢。”他的语气中透露
保护区。
用干枝枯草筑成的鸟巢，把树冠都挤满
出那种对鸟儿的
“父爱”情怀。
“从去年开始，这个四面环水的小岛
了。各类雏鸟鸣声响亮，树间巢窝离地两
吸引大批的夏候鸟白鹭前来栖息繁殖，
今年数量尤其庞大，它们四五月飞来，集
三米，大量已孵化的雏鸟从中探出头来，
精心呵护万鸟鸣
已长毛的小鸟在树枝间扑腾翻飞，上空偶
中在屋后那 30 多亩的密林里筑巢下蛋，7
尔还有大鸟在展翅盘旋，地上的草丛上灌
梁一元来到岛上爱鸟护鸟已十几个
月完成“养儿育女”后就纷纷飞走了，今
木叶子上全是鸟儿洒下的排泄物，白花花
春秋，黑头发熬成了白头发，但他的付出
年鸟巢之多和密度之大只有在电视画面
有了巨大的收获，把九洲江出海口的这
里见过。”在小屋前，梁一元摆上热茶，娓
一大片——整个林间似乎成了喧嚣的“鸟
世界”。
块不毛之地打造成水草丰茂、花木扶疏
娓道来。
的“鸟的天堂”，占地 140 多亩的桃花岛及
5 月中下旬开始夏候鸟孵化出小鸟
见所未见，意犹未尽，记者却被梁一
周围水泽地也逐渐从候鸟南迁路上的
后，护鸟人梁一元就忙开了。凌晨 5 点多
元一把拉着离开了。他说，呆久了怕惊扰
到它们，所以一般不带人进去观看。
“如果 “驿站”变成栖息地，越来越多的鸟儿到
鹭鸟集体离巢到江河口水泽地觅食时，他
这里觅食筑巢，成为廉江市著名的候鸟
就要轻手轻脚地深入那片林地巡查，见到
有人偷猎一两只，这里的鸟儿会全部飞走

一树梨花落晚风
据梁一元观察估计，那 30 多亩的密林
集中筑有不少于 3 万个鸟巢，层层叠叠，错
落有致。他说，绝大多数是水鸟白鹭，筑
巢、下蛋、孵化、育雏，预计 7 月繁衍繁殖成
功后就“携儿带女”飞走了，中秋节后再飞
回来越冬，年复一年。
随着桃花岛及周围超万亩的水乡泽
国生态环境越来越好，鸟儿近几年也越飞
越多，而岛上那片密林成为它们繁衍后代
最好最安全的地带。梁一元兴奋地说，有
时还见到鹰、白鹳、毛鸡等一些珍稀鸟禽，
齐齐来凑热闹，相当壮观、难见，去年中央
电视台记者前来拍摄时，曾激动地向他连
声道谢。
将近傍晚，记者离开桃花岛，只见九
洲江水悠悠，大海与江河交汇处的红树林
间，不时有白鹭翩跹起舞，有的在浅水“顾
影逗轻波”。随着梁一元“咕咕”几声喊
叫，林间或水面觅食的众鸟儿齐飞上天，
形成了“惊飞远映碧山去，一树梨花落晚
风”的壮丽景象，这也印证了护鸟人“这里
鸟儿惊人地增多”的话语。

湛江久和医院迎来发展又一重要里程碑

第 10000 名试管宝宝出生
本报讯 （记者张丽华 通讯员谭斯）
湛江久和医院迎来发展又一重要的里程
碑，6 月 12 日，医院第 10000 名试管宝宝
在雷州出生。14 日上午，该院慰问团队驱
车奔赴雷州，向医院第 10000 名试管宝宝
及其父母送上来自久和人的祝福和关爱。
“让您的家庭圆生育梦是我们的心
愿！”在雷州市人民医院的病房里，湛江久
和医院院长郭玉芹以及该院生殖临床主
任、第 10000 例试管宝宝家庭的主治医生
苏亮，代表湛江久和医院向第 10000 例试
管宝宝家庭送上了慰问金、鲜花和礼品，
亲切询问宝宝母亲产后的恢复情况和宝
宝的喂养情况，
祝福宝宝健康快乐成长。
“宝宝是男孩，顺产出生时 6 斤 2 两。
他的出生给我们一家带来巨大喜悦。”湛
江久和医院第 10000 名试管宝宝的父亲
陈先生说道，他和妻子近几年一直为孕育
孩子辗转省内外多地寻医问药，几经周
折，终于在湛江久和医院的治疗下如愿怀

湛江久和医院第 10000 个“宝宝”12 日在雷州出生。

本报记者 李忠 摄

孕生子。
“ 感谢湛江久和医院从检查、助
孕，到我妻子成功妊娠，再到宝宝出生的
每一个环节，给予我们一家真诚的帮助和
关爱。”
郭玉芹表示，1 万名试管宝宝的诞生
对于湛江久和医院而言具有里程碑式的
意义，每位宝宝诞生都是一首生命的赞
歌，是患者和生殖医生相互配合、相互信
任的结晶，医院将继续努力帮助更多求子
家庭实现生育的梦想。
据了解，湛江久和医院是以人类辅助
生殖技术（试管婴儿）治疗不孕不育为特
色诊疗技术，同时定位于中医、妇科、生殖
医学等相关科室配套发展的小综合大专
科医院。目前已成功开展人工授精、体外
授精与胚胎移植等一系列辅助生殖相关
技术。自 2010 年 9 月取得开展人类辅助
生殖技术行政许可至今，医院已累积实施
试管婴儿治疗 18000 多个周期，成功孕育
出生婴儿达 1 万例。

探访徐闻迈陈镇北街村百岁老人
本报讯 （记者曹龙彬 见习记者杨雅
丽 通讯员郑雅 李鸿雁）6 月 12 日，记者
走进徐闻县迈陈镇北街村，只见该村山清
水秀，瓜果飘香，甚是怡人。据了解，该村
人口约 3435 人，60 至 80 岁的老人有 680
人，80 至 100 岁以上的老人有 160 人，其
中一百岁以上的老人就有 3 位。按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的“长寿之乡”标准，一百万人
中有 75 位百岁以上的老人计算，该村可谓
是
“长寿之乡”。
北街村位于徐闻县迈陈镇北部，距迈
陈镇区 12 公里，其下辖有后山、宋屯、那黄
上、那黄下、北街上、北街下、石仔灶、官
曹、埚田等 9 条自然村。
当天，记者走进北街下村 106 岁的陈
文英老寿星家时，只见她坐在床边，端着
碗，拿着筷子，正在吃饭。在交谈中，陈文
英老人思路清晰，说话声音响亮。如今
106 岁的她，眼不花，耳不聋，还特别爱干
净，每天都是自己洗澡，洗完还把周边水
渍擦得一干二净。据老人儿媳郑琴珠介
绍，婆婆除了每日三餐需要照顾，其余皆

北街埚田村 105 岁的张鸿焜（中）老人和他的家人在一起。 本报记者 李忠 摄

能自理，老人平时以稻米、番薯为食，以鲜
鱼为菜。
“前几年她还能穿针，自己缝补衣
服，喜欢看戏，总会自己出门到文化楼看
雷剧。”
郑琴珠说。
提 起 老 人 的 长 寿 秘 诀 ，郑 琴 珠 说 ，
婆婆平时喜欢粗茶淡饭，生活作息有规
律 ，早 睡 早 起 身 体 好 ，还 有 一 颗 善 良 的
心。她是这样做的，也是这样教育自己
的子孙。
记者随后来到埚田村老寿星张鸿焜
的家，院子里几只黑山羊“咩咩咩”地叫个
不停。坐在椅子上的张鸿焜气色甚好，红
光满面。据了解，老寿星张鸿焜是一位远
近闻名的老中医，尤其擅长皮肤病、关节
炎等病症，常常给村里村外的村民看病把
脉，开中医处方。今年，105 岁高龄的他，
声音洪亮，精神矍铄。
“两位寿星均四代同堂，四代子孙和
睦相处。”该村委妇女主任蒋春朝告诉记
者，北街村村风淳朴，村民尊老爱幼，孝顺
父母，总会想方设法让自家老人安享晚
年，过上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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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渡海英雄足迹
踏访渡琼作战遗址
记者简陈明 通讯员何书典 王俊
5 日 30 日至 6 月 12 日，湛江经开区硇
洲岛“渡海先锋营纪念馆”资料组，在海南
革命史研究会和渡海先锋营后代热情协助
下，开启了为期 14 天的追寻渡海英雄足
迹、踏访渡琼作战遗址、收集历史资料、征
集军事文物的海南之旅。
近年来，湛江市人民政府、湛江经开区
管委会在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中，为激励广大干部群众铭记革
命先辈丰功伟绩，发扬革命传统，担负起新
的历史使命，决定出资在硇洲岛建设
“渡海
先锋营纪念馆”，
打造红色廉政教育基地和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受硇洲镇人民政府派遣，由陈存华任
组长、陈汉果、王文、聂润萍为成员的资料
组今年 5 月 30 日从硇洲岛启程驱车前往
海南，为纪念馆收集史料。
6 月 1 日，资料组登门拜访了现年 101
岁高龄的琼崖革命老前辈林栋，听他讲述
70 年前的战斗故事。资料组还前往海口
市三江镇皇兰村，参观王琼明故居。
从 6 月 2 日起，资料组沿着 70 年前渡
海英雄们登陆海南后的战斗足迹，不辞辛
苦驱车前往海口市、澄迈县、临高县、文昌
市四个县市，行程一千多公里，先后踏访海
口演丰塔市乡卜创港登陆点、潭门村战斗
遗址、澄迈美亭决战和福山阻击战遗址、临
高角解放海南纪念馆、文昌赤水港渡海先
锋营登陆点、铜鼓岭渡海先锋营烈士墓等
处，重温 70 年前那段岁月，感受当年战争
的残酷和渡海英雄们浴血奋战的艰辛，拍
摄了昔日战场遗址图像。
资料组还专程来到海口白沙门渡海英
雄纪念广场深情凭吊牺牲烈士。资料组人
员表示，要将白沙门渡海英雄事迹带回硇
洲镇“渡海先锋营纪念馆”展示，让人们永
远铭记烈士们的不朽功勋。
6 月 6 日下午，资料组应邀出席了四野
后代（海南）联谊群在海口召开的庆祝海南
解放 70 周年座谈会。陈存华表示，回去后
一定不负众望，加快完善纪念馆资料收集
和整理工作，争取早日开馆发挥其以史育
人的功能作用。

病魔无情 师生有爱
本报讯 （记者曹龙彬 通讯员卢进道
韩向东）日前，麻章区太平中心小学校园内
弥漫着浓浓的爱意，全校师生正为一位身
患重病的同学捐款，助力该同学渡过难关。
今年 2 月，该校五（5）班的一位女同学
身患重病，急需手术费及后续治疗费约 50
万元。该校部分老师和同学在线上获悉这
个消息后，自愿地发起向该同学捐款的意
愿，几天内就捐了 5840 元。开学复课后，
该校少先队大队部非常重视这项工作，马
上发出《为重大疾病同学捐款倡议书》，同
时得到了总校和校区全体师生的积极响
应，收到捐款 32185 元，加上线上捐款，全
体师生共捐款 38025 元。该校大队部将把
这笔善款全部交到该同学的手上，用于她
的疾病治疗费用。

劝导整治
公路谷场行为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雷鹏）正值夏收
季节，遂溪交警大队组织民警加强辖区国
省、县乡道安全巡查管控，对“将公路当晒
谷场”行为进行劝导整治，及时消除道路安
全隐患，营造畅通、和谐、安定的道路交通
环境。
在劝导整治中，
执勤交警适时调整勤务
运作，加强辖区路面巡逻管控，发现占道当
晒谷场，及时进行耐心劝导和强制清理；同
时，
向周边群众宣传占道打谷晒场现象的危
害性，现场开展专题宣传教育，引导农民自
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
达到
“发现一处、
清除一处、
教育一片”
的劝导整治效果。

全民参与
共除毒害

雷州南兴镇
本报讯 （见习记者杨雅丽 通讯员陈
君俊）近日，雷州市南兴镇联合市禁毒办、
市司法局组织村级禁毒专干在雷州市禁毒
文化公园开展禁毒宣传教育活动。全体人
员在林则徐雕像前庄严宣誓，发扬虎门销
烟精神，勠力同心，全力推动禁毒重点整治
工作持续深入开展。

雷州英利镇
本报讯 （记者曹龙彬）雷州市英利镇
近日联合该市财政局，到英利农贸市场门
口举办禁毒暨扫黑除恶宣传活动。
活动中，该镇禁毒办、综治办、派出所
等部门工作人员对前来市场买菜的市民进
行禁毒宣传教育，并发放禁毒宣传手册。
此次宣传活动，摆放展板 10 块，发放宣传
资料 300 余份，现场接受咨询近 300 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