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善美润泽心灵 用明德引领风尚
9人获2018年下半年度“香洲好人”荣誉称号

香洲观察
香 洲 精 彩 ，每 天 不 一 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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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国栋，1997年毕业于甘肃
省兰州中医学院针灸系，2002年
到珠海市香洲区人民医院工作，
每年都被评为“优秀员工”，2018
年被评为“香洲好医生”及“最美
医护人员”，2018年下半年度被
评为敬业奉献“香洲好人”。

患者的“家庭医生”

“一个亲切的笑脸、一个鼓励

的眼神、一句温暖的问候语、一个
拉扶的细心动作，这本身就是一
味对症良药。”何国栋现任香洲区
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他非
常重视诊疗过程中的心理疏通，
在给病人看病时，关注患者的心
理变化。从医20多年来，何国栋
急患者之所急、忧患者之所忧、想
患者之所想，始终把患者的生命
安全放在第一位。

他责任心强，富有爱心，视
病人为亲人。对待每一位病
人，他都能做到认认真真检查、
详详细细解说、兢兢业业施
诊。当遇到患者家属不理解
时，不厌其烦地耐心做好解释
工作。他手机每天24小时开
机，耐心地解答患者关于诊疗
的各种问题，俨然成了每个患
者的“家庭医生”。

言传身教的好医生

作为康复医学科的带头
人，随着科室不断壮大，服务领
域也不断拓宽，何国栋还默默
地承担起了传、帮、带和技术把
关的重任，手把手培养年轻医
生。每开一味药，扎一根针，只
要有其他医生在场，何国栋都
会耐心讲解其中的内涵，有时

候还会亲自做“模特”，让年轻医
生在他身上针灸，亲身体会其中
的奥妙之处。

“我们是看病人，而不单纯的
看病本身，要从患者的整体出发
制定最合适的治疗方案。”何国栋
还经常教导科室人员，从点滴做
起，视病人如亲人，从而赢得病人
的理解、支持与尊重，减少医疗纠
纷发生。

何国栋：24小时不关机的“家庭医生”

本报讯 记者马涛报道：为
确实提高基层医疗服务水平，发
挥好基层医疗机构网底作用，3
月 12日下午，珠海市香洲区卫
生健康局与广东省家庭医生协
会签约启动“香洲区基层医生全
科能力培训三年行动”。

全科医学是以人为中心、维
护和促进健康为目标，强调以家
庭为单位、以社区为范围、以整
体健康的维护与促进为方向的
长期综合性、负责式照顾，向个
人、家庭与社会提供连续、综合、
协调、可及的基本卫生服务的医
学学科。

近年来，随着医疗改革工作
的推进，“发展全科医学、加快培
养全科医生”，成为卫生健康工
作的大势所趋。市政府对我市
医疗卫生事业定下了“每万人拥
有2-3名全科医生”的目标，并
制订全科医生继续教育、岗位等
级、职称晋升、考试聘用等倾斜
支持政策。因此，基层医生培养
全科思维，加强全科医学能力的
提升十分必要。

为落实广东省“强基层”建
设工作，大力发展基础医疗服务
体系，有序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
设，提升香洲区基层医生全科能
力水平，香洲区卫生健康局与广
东省家庭医生协会合作，引进
BMJ全科信息培训系统，采取线
上学习查询、培训，线下专家授
课指导相结合的方式，全面提升
医疗服务能力，

香洲区卫生健康局表示，
将通过三年行动，使该区基层
医生掌握全科医学的基本理
念、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
技能，切实提高基层医生对常
见病多发病诊治、预防保健等
能力，为落实国家、省、市“强基
层”建设工作，完善医疗卫生服
务体系，有序推进分级诊疗制
度建设，全面促进医疗卫生事
业均衡发展打下重要基础，为
实现“健康珠海”和“健康香洲”
作出贡献。

香洲区全市率先启动
基层医生全科能力培训
落实广东省“强基层”建设工作

增强我市基层医疗服务能力

采写：本报记者 马涛 摄影：本报记者 程霖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不断提高广大市民的思想觉悟、道德水
准和文明素养，在全社会营造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浓厚氛
围，香洲区继续开展2018年下半年度“我推荐、我评议身边
好人”暨“香洲好人”评选活动。

经单位推荐、区文明办初审、网民投票、评委会评审、一
票否决单位审核及公示，评选出2018年下半年度“香洲好
人”9名。全年共评选“香洲好人”19名，获评广东好人1名、
市级道德模范和珠海好人12名，慰问帮扶好人34名。自活
动开展以来，已评选出“香洲好人”219名，涌现出中国好人
13名、省市道德模范和好人121名。

3月11日晚，明德大舞台“感动香洲·感谢有你——爱的
诠释”专场文艺演出在柠溪文化广场举行。香洲区有关领导
为2018年下半年度获得“香洲好人”称号的好人代表颁发
证书。当晚演出的节目围绕“孝老爱亲”“助人为乐”“敬业奉
献”“见义勇为”“诚实守信”五类善行义举，用接地气的语言、
暖人心的事迹，向全社会传播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的感人事
迹。

何奕宏，香洲区妇联海润家
长学校校长，香洲区福石家长学
校校长，历任上海交大昂立国际
教育师训总监、君学书院教师培
训总监、广东省民办教育协会副
秘书长。广东省妇联、珠海市妇
联、阳江市妇联家庭教育专家级
讲师。2018年下半年度被评为
敬业奉献“香洲好人”。

践行、传播家庭公约

何奕宏从事教育教学工作
40多年，她不仅是学习者、践行
者、受益者，更是一位有大爱的
传播者。多年辛勤付出从不言
悔，无论春夏秋冬、刮风下雨，何
老师十余年如一日地在珠海市
各个社区、企业、幼儿园、小学、
中学带领家长开展学习、践行、
传播“家庭公约”的活动。开办
各类讲座400余场，直接影响人
群达4万多人。举办各种沙龙分

享会、读书研讨会、互助家庭
活动、中华民族传统节日庆典
活动、亲子沟通体验营、学习
力提升体验营、公益家庭问题
咨询室。

经过近两年不懈的培训，
香洲区妇联建起了一支30多
人的家庭指导师队伍和专业
的讲师队伍。这支队伍经过
何老师从理论到实操的培训，
思想觉悟高、有奉献精神、有

专业技术，正活跃在社区、学
校、幼儿园，为越来越多的家
庭服务。

帮助百名孩童找回自信

迷恋手机的孩子变得有
节制了，认为自己啥都不行的
孩子找回了自信……何老师
不仅仅帮助一个个家庭解决
家庭的文化建设、家庭目标的
设立、落地践行的机制、过程

的监控、结果的评价，她还帮助
了近百个迷茫的、无助的孩子。

有人问她有什么高招，她说：
“那就是让孩子感觉到爱，发自内
心的爱和温暖”。经过她的帮助，
有的辍学的孩子回到了学校，还
考上了高中。

何老师说，她将继续努力做
感动中国的教育，帮助家长“学做
有效家长，培养杰出孩子，建设和
谐家庭”。

何奕宏：帮助家长亲子沟通建设和谐家庭

黄淮，现任珠海市公安局拱
北口岸分局口岸派出所社区中队
中队长。曾获得澳门回归安全保
卫嘉奖、市局优秀人民警察、
2006年度珠海市“青年岗位能
手”称号、2016年全省公安机关

“3+2”专项打击整治行动个人嘉
奖等荣誉。他立足社区，以民本
警务为指导，通过整合辖区现有
资源，挖掘潜在资源，使小区治安

面貌焕然一新，取得了“发案少，
秩序好，群众满意”的良好效果。
2018年下半年度被评为助人为
乐“香洲好人”。

海边救助轻生女子

2018年 4月11日凌晨2时
46分，黄淮接110警情称在情侣
南路万悦酒店海边，一名女子想
要跳海自杀。

接到报警后，黄淮火速赶
到现场，在报警人指引下，见
到海里距离岸边约20多米的
地方，一名女子在大声哭泣
并不停往海里更深处走，情
况紧急，由于劝说该女子无
效。黄淮与辅警不顾海边风
大浪急，主动下海将该名因
感情受挫想自杀的女子强行
拉上了情侣路岸边，过程中

他与辅警脚部多处被海里礁
石划伤。

积极投身社区公益

工作之余，黄淮积极投身
社区公益活动，带着家人，参与
台风“天鸽”及“山竹”的灾后复
产清障、社区慰问等社区活动
之中。

2017年第 13号台风“天

鸽”登陆后，连续一周，黄淮带着
大儿子与社区民警、辅警、辖区
群众等一道扎进辖区的灾后抢
修复产工作之中。社区许多居
民都带着孩子，主动与民警联系
并积极参与到拱北中学等主次
干道清理倒伏树木隐患点的救
灾复产队伍中来，使将军山社区
一带的主要道路在较短的时间
内恢复通畅。

黄淮：尽职尽责提升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

照顾残疾的丈夫和年迈的
公公十年如一日，不怕累，不怕
苦，任劳任怨……郑月爱，是北
堤社区居民，也是一位城市美
容师——环卫工。她在公公眼
里是个好媳妇，在丈夫眼里是
位好妻子，在女儿眼中是位好
母亲。她用她的爱心演绎着人
间真情，她的事迹在社区广为
传颂。2018年下半年度被评为

孝老爱亲“香洲好人”。

孩子的好母亲

郑月爱年轻时候，自己是农
村户口，在城里打工维持生计。
与丈夫成家之后，她一面做临时
工，一面照顾家里。因为丈夫残
疾，她包揽了家里的所有活计。
孩子尚小时，她每天天不亮就起
床，早早把饭菜做好，然后送孩

子上学，再去上班。郑月爱在
单位干的是力气活，一天下来
累得腰酸背痛，还要照顾家
里的老小，但她从来不叫苦，
不喊累，一家人的生活越来
越好，离不开她的默默付出
和努力。

丈夫的好妻子

郑月爱的丈夫因先天有

残疾，需要有专人照料。10
多年来，她对患病的丈夫不
离不弃，用自己的真情书写
人间真爱。最让郑月爱头疼
的是丈夫经常住院，自家住
的是老楼，楼道狭窄，担架不
方便进入，她就背着丈夫上
下楼，再加上随身携带的物
品，常常累得气喘吁吁;在医
院里忙于照顾病人，让她昼

夜不能寐，每次下来，她都瘦下
一大圈。

郑月爱只是一名普通的家
庭妇女，但她勤劳质朴、豁达
乐观、坚强不屈、无私奉献，为
家庭撑起了一片蓝天，为邻里
树立了典范。她用自己的诚
心和爱心感动着社区的每一
个人，也为自己创造着幸福的
生活。

郑月爱：十年如一日悉心照料患病丈夫

9 年共参与复杂疑难调解
纠纷100多起，调解成功率98%
以上，涉及金额约950万元……
叶锦财，现任香洲区司法局前
山司法所所长，一名在基层司
法行政岗位奋斗了20余年的优
秀党员干部，2018年下半年度
被评为敬业奉献“香洲好人”。
今年 1月 30日，在司法部举行
的全国司法行政系统表彰大会

上，叶锦财被司法部授予“全国
模范司法所长”称号。

重大矛盾主动调处

多年来，叶锦财坚持重大矛
盾主动介入调处，在获悉发生重
大矛盾纠纷时，都能够第一时间
赶赴现场, 控制事态扩大,并主
动介入纠纷的调处，化解矛盾、平
息纠纷。

2012年2月8日，前山辖
区某医院救护车司机在医院门
口倒车时，不慎撞倒了一位阿
婆，阿婆经抢救无效死亡。当
晚，阿婆的20多名家属陆续聚
集到医院，要求医院对事故进
行赔偿。得到消息后，叶锦财
即刻赶赴现场，安抚家属情绪，
了解具体情况，围绕争议焦点，
引导家属理性维权。叶锦财耐

心细致地做双方工作，最终促
使双方达成了赔偿协议。

疑难纠纷一调到底

前山辖区正处于城市化进
程转型期，矛盾纠纷多、情况复
杂。面对困难，叶锦财敢于担
当、迎难而上，摆事实讲道理，
用法律做后盾，快速化解纠纷、
平息事态。

2011年8月的一天，38名工
友来到前山街道调委会反映:工
头老赖欠着他们的工资跑路了，
要求房东老冯垫付工资。叶锦财
积极联络赖某，请工友派代表与
赖某、冯某一起进行调解。叶锦
财采取“面对面、背对背”的调节
方式分别协调，抓住主要矛盾，化
整为零逐条逐项计算确认工程
款，最终促使两方达成一致。

叶锦财：9年参与复杂疑难调解纠纷百余起

2018年下半年度“香洲好人”颁证现场。

本报讯 记者马涛报道：为
提高辖区保健食品经营企业管
理质量，推进创建食品安全示
范城市工作，3月12日，香洲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在 2000 年大
酒店召开了 2019 年香洲区保
健食品经营企业培训会暨创食
安示范城再动员会。

会上，香洲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积极部署今年的保健食品
经营环节监管工作：一是辖区
的市场监管、公安、卫生计生等
部门紧密配合，开展专项治理
联合行动，根据具体案情会商
通报，对重点区域、重点企业、
重点产品、重点场所进行联合
检查行动，追根溯源，一查到
底；二是加大宣传力度，增强群
众防范意识，利用多种渠道，深
入社区和老年大学等老年人密
集场所，开展专题讲座，派发
宣传资料。与新闻媒体合作
制作打击保健食品会议营销
的新闻宣传片、节目和微信推
送 ，揭 露 保 健 食 品“ 消 费 陷
阱”，引导消费者科学选择保
健食品；三是规范会议营销活
动场所管理，要求提供场地的
管理方查验会议营销举办方的
食品经营许可证，留存其许可
证和举办方负责人的有效身份
证件复印件备查。发现有违法
违规行为的，及时向相关部门
报告。

会上，市、区市场监管局
工作人员为监管人员分别讲
解了保健食品经营监管要点
及酒店等场地出租场所如何
防控保健食品非法会议营销，
汤臣倍健质管部讲师从上游
供货企业角度分享了保健食
品经营企业如何在进货时甄
别产品的合法性，到会企业表
示收获良多。

香洲区召开创食安示范城推进会

部署今年保健食品
经营环节监管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