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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安全提示

海况良好，适宜海上
作业及旅游交通

海况良好，适宜海上
作业及旅游交通

海况良好，适宜海上
作业及旅游交通

海况一般，海上作业
及旅游注意风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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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
提示

平安提示：本日全市平安状况良（优秀镇街15个、良好镇街4个、平稳镇街3个），2个地区部分警情偏

离常值（湾仔的故意伤害，横琴的盗窃）。提醒市民做好家居安全防范，在公共场所注意保管财物，

理性处理矛盾纠纷，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珠海平安指数
(数据发布：珠海市平安办)

颜色贴士：■优秀 ■■良好 ■平稳 ■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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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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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民生

为农村人居风貌建设储备人才

首批建筑工匠接受培训

今天：多云，部分时间有阳

光；气温：16℃-21℃；风向：偏北

风；风速：陆地3级，海面4到5级

阵风6级；相对湿度：60%-85%。

本报讯 记者张晓红报道：
怎样把农村房屋建得安全经济
还要实用漂亮？近日，珠海市
住规建局对全市首批农村建筑
工匠进行3天培训。学员梁紫
娟告诉记者说，“收获挺大，学
到了很多东西，特别是在保障
安全前提下，怎样把村民房子
建得又漂亮又省钱，有了很大
启发。”

今年20多岁的梁紫娟是土
生土长的斗门人，今年11月，她
刚刚参加了农村建筑工匠综合
知识测试。昨日她接受记者采
访时告诉记者说，一直以来最
关注农居改造中的安全问题。
利用专业的建筑知识，花同样

的钱，普通楼房也可以以节约
造价改善得很漂亮，同时还保
障了村民居住的安全性。

在高新区规划分局当村政
规划师的何月也参加了这次培
训。她说：“通过培训了解了村
庄发展的大趋势，村民建房既
要安全好看还要省钱，以后会
运用学到的知识引进新风貌到
农村。”

据介绍，目前基层村民建
房热情很高，仅高新区今年以
来就核发了103个乡村建设规
划许可证。不少村民有地有指
标只想着建起来，满足基本的
居住需求，怎样在保证经济实
用的同时还要美观，对村民和

参与村居改造的建筑设计师们
都是挑战。“这一次培训还来了
不少村民代表，多看些村居改
善好的案例，村民接受了，眼光
提高了，村里这样的房子多了，
新农村就漂亮了。”

此次培训是我市贯彻党的
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的
重要举措。通过培训，为珠海培
养一支熟悉岭南建筑审美和农
村房屋建造技术、建造安全等方
面知识，业务精通、技术过硬的
规划建设管理者和农村建筑工
匠队伍，为我市即将开展的新一
轮社会主义新农村整治建设工
作培养与储备建造人才。

据珠海市住规建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此次培训邀请到华南
理工大学参与制定国家乡村规
划建设政策、拥有大批岭南建筑
特色方面的规划研究与实践成
果的优秀团队进行授课。涉及
到我市新农村规划建设全过程
的人员，包括规划编制团队、市
区镇村四级规划建设管理者、村
镇规划师、规划师志愿者、农村
建筑工匠师以及农村建筑工匠
等都踊跃参加了这次培训。

据悉，截至目前，珠海已经
有首批86个农村建筑工匠，涉
及从事农村建房的泥工、木工、
电工等相关岗位。按照广东省
要求，所有农村建筑工匠均须
持证上岗。

本报讯 记者康振华报道：
11月21日，我市重点工程之一
的珠海市第五人民医院（以下
简称“市五院”）改扩建（一期）
工程传来喜讯，经过14个月的
紧张施工，住院大楼主体结构
顺利实现封顶。预计将于
2019年9月全部完工，届时该
院将建成拥有520张病床的二
级甲等综合医院，可满足高栏
港区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健康
需求。

市第五人民医院前身为平
沙华侨农场医院，始建于1955
年，是珠海历史最悠久的医院
之一。2008年10月，经批准增
挂“珠海市第五人民医院”名
称，服务范围立足于平沙镇，辐
射温泉城市组团、高栏港区以
及斗门西部镇村等。据了解，
近年来，高栏港区的经济稳步
发展，经济结构逐步优化，优势
产业和龙头企业进一步发展壮
大，财政收入持续增长，人民生
活水平不断提高，医疗卫生及
保健需求持续较快增长，医疗
卫生补贴力度不断加大，珠海
市第五人民医院业务发展稳步
提升。

今年前三季度该院总服务
256624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5.9% ，其 中 出 院 人 次 增 长
18.45%。而市第五人民医院原有
的医疗条件已难以满足高栏港区
居民日益增长的医疗服务需求。

为了提升医疗技术水平和
临床服务辐射能力，促进医院
基础设施建设，高栏港区把市

第五人民医院改扩建工程列入
港区“十大民生实事”来抓，项
目总投资2.63亿元。项目用地
面积约38119.21平方米，新建
地上建筑面积约 34440 平方
米 ，新 建 地 下 建 筑 面 积 约
4065.30平方米，其中新住院大
楼地下1层，地上15层。项目
预计建设完工时间为2019年9
月，届时市五院总床位上升至
520张，为创建一流的二级甲

等现代化综合医院目标奠定硬
件基础。

据介绍，该项目开工以来，
各级领导不定期到工地进行督
查，与施工单位共同研究和破
解建设难题，使市五院改扩建
工程（一期）建设进度得以稳步
推进。

市五院党委书记、院长曹治
表示，市五院改扩建工程（一期）
是为解决港区群众看病难、住院

难的民心工程，也是市五院建设
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新住
院大楼主体结构的顺利封顶取
得了阶段性成果，下一步新住院
大楼工程将全面进入装饰阶段，
争取早日竣工验收、正式投入运
营。市五院将以此为契机，不断
改善医疗条件和医疗服务质量，
进一步提升医教研水平、管理水
平和整体实力，为港区广大群众
提供更好的就医环境。

市第五人民医院新住院大楼封顶

总病床将上升至520张

珠海市第五人民医院新住院大楼封顶。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本报讯 记者古春婷报道：
近日，广州市海珠区蓝信封留
守儿童关爱中心（简称蓝信封）
开启秋季通信大使招募活动，
我市中山大学珠海校区、暨南
大学珠海校区、北师大珠海分
校、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吉
林大学珠海学院等各大高校共
有160多名大学生报名参与。
蓝信封行动在珠海启动 2 年
来，被越来越多大学生和社会
人士认知认可。

以书信表达爱

广州市海珠区蓝信封留守
儿童关爱中心是一家专注于留
守儿童心理陪伴领域的民间公
益机构。2008年，中山大学博
士生周文华无意中看到一篇留
守儿童自杀的报道，深受触动
的他觉得自己必须做点什么，
他想到用写信这种最原始的情
感交流方式去帮助这些儿童，
这就是蓝信封公益机构最早创
办的初衷。

蓝信封自2008年发起，8
年来已为四川宜宾、湖南汉寿
和广东河源等70所乡村学校
共6000多名留守儿童提供服
务，其中往来书信数量超过6
万封。

你的心事我愿意听

中山大学旅游管理学大二
学生钟诗娴是今年5月份成为
蓝信封大使的，她和四川大坝
中学一个初二小男孩结对通
信。活动都是由留守儿童来选
择通信大使，大学生要先写一
份自我介绍的信件材料，如果
不够有趣、不够吸引力，很可能
没有孩子愿意选择和你通信。
看着别人一个个都被选中当大
使，钟诗娴不免焦虑，所以当大
坝中学初二小男孩小洪（化名）
给她写来第一封信的时候，钟
诗娴有一种找到失散多年的弟
弟妹妹的感觉：激动、新奇、感

恩。
和很多留守儿童相似，小

洪父母外出工作，他与姐姐、奶
奶生活。但小洪依然感觉孤
独：初中学业压力增大，青春初
期，父母关系紧张，叛逆期，与
姐姐关系也不好，与同桌闹矛
盾，对世界存疑，又不想和父母
倾诉，种种留守儿童的困惑都
在小洪的字里行间流露。

钟诗娴说，与留守儿童通
信不能用说教式的，所以她都
是与小男孩聊天为主，最重要
的是倾听，听听孩子的心事心
声。钟诗娴给小洪寄去一套中
山大学校园风光明信片，没想
到小洪寄回给她一幅幅用铅笔

勾画的他的家乡美图。

我们一起分享快乐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大三学
生陈燕玲与四川宜宾一位初二
的女生雯雯结对通信。雯雯爸
爸外出打工，但妈妈在家。也
许是因为有妈妈在身边，雯雯
的生活总是无忧无虑，陈燕玲
和她通信彼此也总是谈论大家
的兴趣爱好。雯雯喜欢漫画，
还给陈燕玲推荐漫画书；雯雯
喜欢小公主，两个女生就像姐
妹一样探讨公主和王子的故
事。陈燕玲说，开始还担心不
知如何解决留守儿童的困难，
没想到留守儿童也有他们的快
乐，就让我分享他们的快乐吧。

为留守儿童打开视野

中山大学中法核电工程系
学生潘泳宇是蓝信封机构在珠
海大学校园方面的负责人之
一。据她介绍，蓝信封行动已经
开展了8年，通信大使覆盖全国
各地大学生和社会各行各业人
士。珠海大学校园是去年才启
动该活动，目前已有数十名通信
大使。今年10月份启动秋季招
募活动，收到160多名大学生报
名参与，成效非常明显。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我市高校学子积极参与蓝信封活动，为留守儿童提供长期心灵陪伴

本报讯 记者陈翩翩报道：日
前，市海洋农业和水务局所属市
现代农业发展中心渔业专家上门
服务，成功挽救了某住宅小区景
观池饲养的锦鲤观赏鱼，获群众
好评。

当天，市海洋农业和水务局
热线接到群众来电求助称，某小
区景观池饲养的锦鲤观赏鱼突然
爆发鱼病，持续发生死鱼现象，急
需技术支持。接报后，该局立即
组织农发中心水产技术人员携带
相关仪器、工具等，迅速赶往事发
小区现场，开展鱼病诊治与服务。

技术人员现场详细询问了业
主相关情况，了解今年以来池塘
放养量、放养品种、投饵喂料情况

以及观赏鱼的病害防治措施，仔
细查看池塘整体布局、水深、面
积、放养密度及进排水口状况
等。技术人员还对病鱼进行解
剖、镜检、诊断，随后同业主探讨、
交流，分析病害爆发的可能性，提
出了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本次出诊，农发中心技术人员
还向业主详细讲解了鱼病防治以
及冬季鱼类投饵、用药和饲养管理
等相关知识，现场解答了业主提出
的涉及投饵喂料、池塘水深、池塘
消毒、水质管理、病害防治以及日
常管理注意事项等问题。

本次上门技术服务，有效挽回
了业主的经济损失，普及了水产养
殖专业知识，受到群众好评。

渔业专家上门问诊
成功挽救一池观赏锦鲤

本报讯 记者张帆报道：21
日上午，斗门区人大常委会组织
部分人大代表，对斗门区今年的
十大民生实事落实情况进行专题
视察。人大代表们认为，部分项
目进展缓慢，建议讲方法、攻难
点、抢工期、保质量，争取早日把
民生实事一项一项办理好。

当日，斗门区人大视察组先
后到白藤湖幸福小学门前道路、
齐正小学、新环中心小学、S272
线莲洲到井岸路段及港霞迳社区
公园等项目建设现场，实地了解

乡村道路硬底化建设、路灯安装、
全区5所新建学校项目与6所学
校改扩建工程推进工作，以及十
个街心公园建设进展情况，听取
了有关工作情况介绍。

据介绍，乡村道路硬底化建
设及路灯安装工程，今年共投资
5800多万元，对33条、全长24.1
公里的村道实施硬底化，另有4
座危桥进行改造。目前除幸福小
学门前道路和白蕉银潭旧村2条
道路已竣工通车外，其余项目正
在前期准备中。

斗门区人大视察十大民生实事落实情况

把民生实事一项一项办好

上图为蓝色信封标志。
右图为中山大学珠海校

区通信大使，左为潘泳宇，右
为钟诗娴。

本报记者 古春婷 摄

国内主要城市天气
北京 多云 -5～7℃

上海 小雨 7～14℃

广州 多云 13～17℃

重庆 小雨 9～12℃

合肥 多云 2～15℃

武汉 晴 6～13℃

长沙 多云 9～12℃

哈尔滨 多云 -9～-1℃

海口 多云 18～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