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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交警要开展全市
大整治，在珠海大桥、尖峰
大桥、上冲检查站等容易拥
堵路段严查打尖插队等违
法行为。昨天一大早，各大
队交警准时上路，竟有司机
在珠海大道打尖插队被扣
光12分。

（珠海交警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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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安全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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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岛预报】

【港口预报】

国内主要城市天气
北京 阴转中雨 18℃-25℃
上海 多云 24℃-31℃
广州 多云转晴 28℃-36℃
西安 小雨转中雨 18℃-27℃
成都 阵雨转中雨 21℃-26℃
南京 多云 23℃-31℃
武汉 晴 25℃-37℃
合肥 多云 23℃-34℃
拉萨 多云转小雨 11℃-22℃
昆明 阵雨转多云 18℃-25℃

气象台气象台特报特报

天晴炎热

今天：气 温 ：28℃- 34℃ 。

风 向：偏东风。风 速：陆地2到

3 级，海面 4 到 5 级。相对湿度

6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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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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个、良好镇街7个、平稳镇街7个），无红色预警地

区。提醒市民做好家居安全防范，在公共场所注意保管财物，积极维护城市管理秩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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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郑振华

在珠海万山区桂山镇中心卫生
院，有这样一位医生，他毕业后怀揣

“治病救人”的初心远离家乡来到桂山
岛，32年如一日扎根海岛，成为岛上
居民的健康卫士。强台风过境后，他
连续三晚彻夜守在卫生院门口，成为
灾后岛上居民的“定心丸”。岛上的慢
性病患者有什么病、谁家的药快吃完
了，他记得清清楚楚，但谈起自己的过
往却经常“记不清了”。他，就是海岛

“守门医生”——桂山镇中心卫生院院
长王桂湘。

岛上居民病有所医的贴心人

9月5日下午4时，桂山岛上的阳
光依旧炙热，王桂湘整理好出诊用的
药箱，和护士小范一道来到距离卫生
院不远的桂海村长梯巷，72岁的石大
妹家。

前不久，石大妹不慎摔了一跤，导
致腰椎骨折，被送到广东省中医院珠
海医院住院接受手术治疗，出院后带
药回岛调养。石大妹有高血压、高脂
血症、老年性白内障、右肾结石病史，
王桂湘此次上门主要是询问患者术后
康复及血压控制情况，指导饮食起居
等生活注意事项。

吴奎老人是桂山岛桂山村的老居
民，平时心脏不太好。今年6月23日
一大早，吴奎在岛上散步时突然晕倒，
幸被路过的电瓶车司机发现，及时把
老人送到桂山镇中心卫生院。王桂湘
给吴奎做了心电图检查并简单急救处
理后，决定立即将患者送往珠海市人
民医院救治。

王桂湘一边给吴奎吸氧，一边与
客运码头协调，稍微延迟开往香洲的
船。王桂湘带着急救器械，和吴奎的
家人一道，乘船将老人护送至珠海市
人民医院。老人及时做了心脏瓣膜手
术，疗养一段时间后，坚持回到岛上居
住。王桂湘隔三岔五去他家，叮嘱他
按时吃药，为他监测血压。

在桂山岛，像石大妹、吴奎这种
60岁以上的老渔民还有好几百人，其
中有140多名高血压患者、20多名糖
尿病患者。王桂湘清楚记得每一位慢
性病人的病情，谁的药快吃完了，王桂
湘比家属记得还清楚。哪个老人，只
要有几天没见着，王桂湘就要带着出
诊箱，去他家看一看。

“王医生经常在两个村子里串门，
全岛上的人都认识他。”桂山岛的居民
见到王桂湘都会热情打招呼，尽管王
桂湘已经做了十多年的卫生院院长，
但居民们还是习惯叫他“王医生”。

“我的手机从来都是24小时不关
机，就怕半夜听到电话响，万一来个重

症病人，卫生院处理不了。”王桂湘说，
为了方便岛上居民求助，卫生院把全
院医护人员的电话都印在便民卡上，
分发到各家各户。

台风天坚守岗位的“守门人”

平日里，王桂湘是岛上居民病有
所医的贴心人。危急时，王桂湘是岛
上居民值得托付生命的“压舱石”。

2017年8月23日，强台风“天鸽”
正面袭击珠海，对我市造成重创。桂
山岛是此次台风中受灾最严重的海岛
之一。

当天中午11时10分，经过一轮
暴风咆哮洗礼的桂山镇中心卫生院大
门已经被吹掉，窗户破碎，部分天花板
也掉了下来，风雨夹杂着树枝树叶、各
种碎片直往里冲，水电、通讯全无。王
桂湘带领医护人员一边加固窗户，遮
挡风雨，一边接诊、治疗了超过20名
不同程度受伤的患者。

此时，一位患者的到来让忙乱的
医护人员立即冷静了下来。该患者颈
动脉遭玻璃割伤，非常危险！王桂湘
立即和医生涂宇一起开始实施抢救，
清理伤口，止血，缝合，借助微弱的手
电筒光线，这场与死神殊死搏斗的手
术进行了整整4个小时。

终于，患者的生命指征渐渐平稳
下来。王桂湘和涂宇轮流守护在患
者身边寸步不离，严密观察其各项生
命体征。直至第二天中午，有登陆艇
抵达桂山岛，他们才将患者送上船护
送至香洲救治。当天下午3时35分，
该患者抵达市人民医院急诊手术室。

风停了，看着工作了30年的岛屿

和中心卫生院满目疮痍，支离破
碎，王桂湘心痛得眼泪和雨水一
起淌下。在用信号时有时无的手
机给院本部和家人发送了“平安”
两个字后，他和医护人员立即投
入到医院内部的清理工作中。

当夜幕再次降临，漆黑一片，
桂山岛上从未如此寂静。连续超
过36小时未曾合眼的王桂湘却
始终无法入睡：“医院大门被毁，
也没有了电铃，万一有患者来，楼
上值班宿舍听不见怎么办？”

思虑再三，他干脆将诊室一
张诊断床推至医院大门口和衣而
卧。从 2017 年 8月 24 日到 26
日，一连三晚，岛上的居民们都能
看到这位“守门医生”，“有他在，
很安心”。

眼里只有工作的“痴心人”

“从来没有见过大海，只听说
海水是咸的，第一天上桂山岛的
时候，我故意跑到船舱外，让浪花
溅到嘴里，一尝真的是咸的。”王
桂湘还记得当年初次登上桂山岛
时的兴奋心情，没想到从此在岛
上扎下了根。

自1987年毕业后来到桂山镇
中心卫生院，王桂湘至今已经驻守
桂山岛32年，从双十年华到年近
花甲，30多年来一点一滴的付出，
他早已成为海岛乡亲们口中的健
康“守护神”。在岛上待的时间久
了，他也早就把自己当成了桂山岛
人。不穿白大褂时，他看上去与海
岛原住民没有什么区别，面容黝

黑，身体结实。
2007年，王桂湘接任桂山镇

中心卫生院院长。
“他平时除了出诊和散步，大

部分时间都是待在卫生院，每天
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好像没有什
么其他爱好。”已在桂山镇中心卫
生院工作了25年的主治医生柯
培森，如此描述老搭档王桂湘。

王桂湘告诉记者，饭后散步
是他最大的业余爱好，但也从来
不敢走去太远的地方，只是在卫
生院周围1公里范围内活动，为
的是一旦有急救病人到来，能第
一时间回到工作岗位。

“王院长对待工作特别认真
负责，有急难危重的任务都是
抢着去做。”柯培森清楚记得，
2012年前后，有一天他值夜班，
半夜来了一名胃出血的患者急
需送往香洲救治。当时大风大
雨，本该由他负责护送患者去香
洲，但王桂湘不放心，主动提出
替他去送病人。结果因为雨大
天黑，家属租来的小快艇在海上
迷失了方向，颠簸了两三个小
时才到达香洲。上岸时，王桂
湘早已被掀起的海浪淋得全身
湿透，但直到把病人送进医院
的救护室、交接完工作才回家
换了件衣服。

海岛从医32年来，王桂湘已
记不清曾经救治了多少患者，挽
回了多少危重的生命。在岛上居
民眼中，他是一个尽心尽责的好
医生。但对家人，他却难以做到
无微不至的陪伴和照顾，甚至连
母亲去世、小孩出生也未能到场，
给人生留下一些遗憾。

“我有我的工作，病人需要
我，我也需要病人。”王桂湘说，因
为工作的特殊性，即便是桂山岛
每天往返香洲的高速客轮已多达
7班，他每个月也只能回家一两
趟，与家人团聚的时间很少。好
在妻儿都能理解他的工作，并未
多加责怪。

如今，儿子已经毕业参加工
作，王桂湘心里更加踏实，一心只
想为桂山岛医疗和公共卫生事业
作出更多贡献。在王桂湘的带动
下，卫生院全体员工人心思齐、爱
岗敬业，安心扎根海岛。

“把病人的病看好就是我的
初心。时间久了，海岛居民需要
我们，这就是我们坚守下去的动
力。”王桂湘2009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在他看来，作为一名党员，
更应担当作为，他所做的一切，都
是应该和值得的。

“守门医生”在 岛民很安心
——记桂山镇中心卫生院院长王桂湘

海岛医生王桂湘。 本报记者 程霖 摄

明年构筑起“绿盾”安全屏障

珠海市邮政管理局副局长邓海强
介绍，市邮政管理局当前正围绕行业
禁毒、“扫黄打非”、国家安全、反恐怖
反邪教、涉枪涉爆、跨境寄递等方面开
展专项治理。在此期间，还针对薄弱
环节进行整治，对同城寄递业务和生
产经营异常、服务网络不稳定、安全管
理基础弱、隐患事故易发多发的企业
进行了重点监管，对拱北口岸附近、车
站、学校等重点地区进行了整治。截
至目前，共出动检查人员320人次，检
查快递企业 119 家次，发现问题 42
个，完成整改企业42家。

与此同时，市邮政管理部门还开
展安全监控平台建设。计划在2020
年完成“绿盾”工程建设，实现对邮件、
快件全程跟踪和实时查询，确保寄递
物品来源可追溯、责任能倒查、违法受
追究。

据介绍，“绿盾”工程是国家邮政
局成立以来规格最高、要求最严、投资
额最大的工程项目，各地同步推进。
目标是构筑安全屏障，确保实现对寄
递渠道的安全监管。

推行“绿色邮政”邮包再瘦身

邓海强介绍，2019年，国家邮政
局大力推动实施绿色邮政工程，即到
今年底电子运单使用率达到 95%；

50%以上电商快件不再二次包
装；循环中转袋使用率达到70%；
在1万个邮政快递营业网点设置
包装废弃物回收装置。珠海邮政
管理局据此制订专项工作方案，
在减耗降耗“绿色包装”方面，到
2020年，我市主要邮政快递品牌
协议客户电子运单使用率将达到
95%以上，平均每件邮政快递包
装耗材减少20%以上。同时，推
广使用中转箱、笼车等设备，使编
织袋和胶带使用量进一步减少。
在环保减排“绿色运输”方面，我
市鼓励企业利用大数据技术，优
化邮政快件运输投递路线设计，
提高运输效率；推广使用新能源
和清洁能源车辆，支持甩挂运输、
多式联运和绿色递送。到2020
年，珠海有望实现全行业新能源
车辆突破250辆，资源能源消耗
量和污染排放量大幅减少。

目前我市行业现状是，邮政
快递企业使用的主要包装材料是
纸箱、塑料袋、泡沫箱、纤维袋。
其中，纸箱占比75%、塑料袋占
比20%，传统的纸质面单还在普
遍采用。在寄递企业中，“三通一
达”、顺丰、德邦、京东等品牌公
司，已改变了传统快递面单的使
用占比，推广和使用电子面单，适
用范围包含协议客户和散客。顺

丰快递目前在使用可降解的塑料
袋包装，计划推广使用绿色循坏
利用的包装箱。京东在中转、运
输、投递中使用新型包装材料与
可循环的周转箱，目前主要用于
生鲜小商品。

提前准备应对快递旺季

在节目中，珠海快递企业负
责人还就如何应对快递旺季、提
高服务质量作了介绍。

珠海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公共
事务部经理郑泳嫦说，每年“双十
一”临近，顺丰都会提前做好市场
调研预测，以此制订相应的预
案。今年，除了备人、备车，加大
资源储备外，还将推出新措施，以
迎接物流大考。例如在末端配送
方面，他们就增加了一批合作便
利店与快递柜，只要市民同意投
放，将以最短时间送达。

珠海市香洲韵达快递有限责
任公司总经理王承军表示，在接
下来的快递旺季，韵达快递将大
量储备人员，大力提升运能，目前
已在横琴新区、香洲南屏区域建
立共计4000平方米的仓库，可辐
射横琴新区、保税区、洪湾等区域
的快递站点。此外，香洲主城区
分拨中心也将提高分拨频次，提
高运作效率。

2020年珠海将构筑起“绿盾”安全屏障

实现邮件快件全程跟踪

扫描二维码，收听珠海电
台《党风政风热线》节目

□本报记者 苏振华

9月11日中午，珠海市邮
政管理局联合我市邮政、快递
企业做客珠海电台先锋951
《党风政风热线》直播间，解答
消费者关心的邮政监管、快递
服务等方面的问题。据悉，我
市计划在 2020 年完成“绿
盾”工程建设，实现对邮件、快
件的全程跟踪和实时查询。

□本报记者 陈新年

近来有市民反映，南泰市场升级
改造后，市场外面一条巷子的下水道
堵塞，每天污水横流，大半年都没人
管，给附近居民的生活及巷子里的商
铺经营造成很大影响。

据了解，根据今年我市的民生实
事任务安排，今年以来，香洲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牵头组织全区10家相对老
旧的农贸市场进行升级改造。8月3
日，南屏镇南泰市场作为我市第一家
智慧型生态农贸市场开始试营业。

据悉，升级改造后的南泰市场不
仅干净明亮，还集大数据采集、食品安
全检测、线上线下商城平台等多功能
于一体，辖区居民称“逛南泰农贸市
场，感觉像逛超市一样”。

然而，就在市场外的一条巷子里却
是另一番景象。昨日记者走访时看到，
市场一侧有一条两百多米长的小巷，巷
子一边是市场的墙壁，一边是多家商
铺，中间路面有五六米宽。此时，一滩
滩积水虽然不深，但遍布道路，整条路
面都湿漉漉的，商铺店主们苦不堪言。

据市场的一个摊主反映，巷子里
污水横流的情况已向南屏十二村反映
过，也向“城市随手拍”投诉过，至今也
没人管。还有摊主说现在巷子的污水
是“三不管”，南泰市场称整改后换了
排水管，巷子里的污水不是南泰市场
引起的；巷子属于南泰明湾小区，小区
物业的人说是市场搞堵的，小区也不
管；摊主致电12345，有工作人员到了
现场，称这种情况不属于他们管。

市场内与市场外的巷子仅仅一
墙之隔，环境的差异为何如此之大？

经记者多方了解得知，南泰市
场升级改造前，原本市场内以及市
场外巷子中的商铺，用的是同一条
排水管道，管道堵塞的现象时常发
生。在这次升级改造中，市场内另
建了一条新的排水管道，堵塞问题
得以解决。但市场外的商铺，依然
还在使用旧的排水管道，污水横流
的问题依然存在。

南泰市场相关负责人表示，因
对面商铺属南泰明湾小区管辖范
围，在市场升级改造前，未能协商一
致，因此巷子下面的旧管道就没有
同步改造。该负责人称，他们也想
解决市场外巷子排污管堵塞的问
题，也跟相关部门提过一些方案，并
做过一些调研，还拍了一些照片反
馈给政府有关部门，希望得到相关
部门回应。

针对市场外污水横流现象，南屏
十二村居委会负责人表示，居委会计
划找南泰市场和南泰明湾物业沟通，
一旦沟通好了，就邀请市政部门到现
场进行勘察并提出解决方案。

污水问题将如何处理，记者将
继续跟踪报道。

每天污水横流无人管？

南泰市场内外差别咋这么大

扫描二维
码，收看珠海
电视台《贝壳
网事》节目

高空抓拍
华发、万科、中海瑞吉、

铂尔曼、粤海一批小区、健
身 会 所 、高 档 酒 店 上“ 黑
榜”，只因游泳池不符合卫
生标准，它们都被罚了！此
外，爱美人士注意了，还有
一批医美诊所存在卫生问
题或无证开展医疗美容服
务！ （蜘蛛侠微信公众号）

处罚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