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城管部门打造品牌服务为市民排忧解难

“有困难，找城管”消解烦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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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刘雅玲报道：为加强社区
家庭对节气与风俗的认识，增强文化自信，
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5月8日上午，由唐
家湾镇唐家社区党委、唐家社区居委会主
办，珠海市蒲公英营养健康促进中心承办的

“民生微实事”项目“谷雨——彩虹的春季”
主题活动在唐家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展开，活
动吸引了20多对社区亲子参加。

“鲜花不仅是可供观赏的植物，同时也
可作为餐桌上的时兴菜肴，几乎每一种可
食之花都能与一种菜谱产生联系，这就是
所谓的‘秀色可餐’吧！”活动中，老师带领
大家一起认识“以花入馔”的历史，并介绍
了春季各种不同种类的鲜花。

随后到了小朋友最爱的美食制作环节，
家长和小朋友们在食育老师的指导下，一起
制作高“颜值”的鲜花饺子。通过拌、摆、压、
卷、包、捏以及装饰花瓣等步骤，美味的鲜花
饺子在小厨师与家长们的相互配合下完成
了。大小朋友一起品尝了亲手制作的鲜花
饺子，用美味犒赏舌尖，场面热闹温馨。

本次活动的开展，让孩子们跟着节气
一步步体验季节的变化，激发了他们热爱
大自然、热爱生活的情感。同时通过美食
制作环节融入我国的八大菜系文化，增强
社区家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认同，
既锻炼了儿童的动手能力，也增进了亲子
沟通，促进亲子家庭关系和谐发展。

以花入馔 不负芬芳

唐家镇唐家社区开展亲子美食活动

本报讯 记者康振华报道:“还是
城管部门有办法，这一段交通护栏装
了以后，再也没见霸路车了。”一段不
起眼的交通护栏解决了长久以来的
乱停车问题，近日获得华发峰景湾小
区居民的连连称赞。人民城管为人
民，一直以来，珠海市城市管理和综
合执法局积极解决涉及群众的烦心
事，近来，更率先打造“有困难，找城
管”品牌，主动担当、积极作为，为市
民群众排忧解难。

加装护栏“霸路车”绝迹

“这条无名小路总有社会车辆乱
停放，双车道变成单车道，堵得不可
开交。”近日，数字城管巡查员走访华
发峰景湾小区时，有居民这样投诉。
城管部门从华发峰景湾物业公司处
获悉，小区出入口道路经常出现社会
车辆乱停放造成交通堵塞，居民意见
很大，已多次投诉反映，但都未能解
决。由于该处路段管理权属不清晰，
需要到相关部门进行核实。

随后，城管部门走访香洲区自然
资源局、湾仔街道桂园社区等单位了
解情况，经国土部门核实，该路段为
湾仔街道海峰巷，属于小区红线范
围，不属于市政道路。经该社区同
意，城管部门协调物业公司在车道中
间安装交通护栏，全长约100米。有
了交通护栏，车辆只能在两个车道通
行，再没有空位可以停放。城管部门
还建议物业公司在该路段加装摄像
头，若发现有车辆乱停放，立即劝

离。自此，小区出入口道路不堵了，
小区居民的心也不堵了，物业公司的

“无解题”也解开了。

加快推进停车场备案管理

解决一个，带动一类。车辆乱停
放问题突出的重要原因是停车位不
足及停车场管理问题，城管部门正着
力摸查及规范停车场管理。

据了解，为落实《珠海经济特区停
车场建设与管理条例》关于制定停车场

备案管理办法的规定，推进停车场备
案管理，日前，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召开《珠海市停车场开办备案管理办
法》制定工作座谈会。市发展和改革
局、市公安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员参会。

会议强调，《办法》的制定对停车
场的备案管理至关重要，要加强前期
调研，充分了解备案管理过程中遇到
的实际问题，制定的办法要细要实，满
足实际管理需要，可操作性要强，争取

在今年6月前完成《办法》的制定。
根据调研，全市共需要备案停车

场529个停车位120480个，截至4
月22日，已完成备案办理手续停车
场392个，剩余未备案停车场备案工
作也在稳步推进。

有困难，找城管。市城市管理综
合执法局将继续坚持人民城管为人
民的工作理念，坚持做到寓管理于服
务之中，着力打造服务型城管，解决
乱停车等扰民问题。

2020 年 9 月 21 日下午 4 时，
临近傍晚的大连市棒棰岛浴场海边，
游客逐渐散去。突然有人大喊“有人
溺水了！”互不相识的游客齐心协力，
将溺水青年拖上岸。溺水青年脸呈
青色，没有了意识。正当围观群众一
筹莫展的时候，远处传来一声“大家
都别动他，我是医生，我会心肺复
苏！”只见一个瘦小的身影匆匆跑向
溺水青年，喊出这句话的正是退休医
生王菊芝。

在王菊芝的号召下，几位游客
将溺水青年的身体放平，并按要求
找来小木棍。王菊芝用小木棍撬开
溺水青年的嘴，并对溺水青年实施
心肺复苏。

一下、两下……瘦弱的王菊芝
用尽全身力气对溺水青年实施救
治，10多分钟后，溺水青年恢复了
意识，等到 120 急救车赶到的时
候，溺水青年已经能在众人的搀扶
下行走了，而王菊芝的双膝被岸边
的鹅卵石硌得发红。耗尽体力的

王菊芝瘫坐在地，脸上却露出了开
心的笑容。

据与王菊芝同行的邻居介绍，王
菊芝患有心脏病已有10余年，2015
年心脏植入起搏器。当时王菊芝刚
游完泳，觉得有些疲惫，便来到岸边
准备休息，但听见有人求救，她还是
义无反顾地冲上前去。

心肺复苏需要消耗大量体力，这
对安装了心脏起搏器的王菊芝来说，
是不小的挑战。救助工作结束后，王
菊芝嘴唇发紫、浑身发抖、大喘粗气，
过了好半天才逐渐恢复体力。得知情
况的游客纷纷为王菊芝见义勇为的行
为点赞，夸她是平凡英雄，而王菊芝却
笑笑说：“我不是英雄，我是医生。能
救活那个年轻人我特别开心，年轻时
学的心肺复苏知识关键时刻发挥了大
作用。”

1947年11月出生的王菊芝如今
已经75岁，由于老伴儿早逝、儿子在海
外生活，王菊芝独自生活。生活中的她，
乐观、开朗；工作中的她，认真、敬业。

在辽阳工作期间，当地一工厂发
生爆炸，伤亡严重，身为医生的王菊
芝三天三夜没合眼，始终坚守在救治
一线，治疗眼科外伤患者。当别人问
她是否觉得疲惫时，她笑笑说：“人活

着，总得做对人民有益的事。”也正是
因为这样，退休后的王菊芝一直用自
己的专业特长发挥余热。

有一次她去一家医院看望老友，
正赶上急诊室来了一位被火碱灼伤
眼睛的患者，由于好友所在的医院是
专科医院，没有眼科大夫，她立即换
上白大褂参与抢救，最终保住了患者

的眼睛。面对患者的感谢，王菊芝
说：“救死扶伤是医生的本能，任何一
个医务工作者遇到这种情况都会这
么做的。”

“救死扶伤是医生的本能”，是她
对救人之举的轻描淡写，也是她用自
己的一生努力践行的铮铮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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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旬老人王菊芝：

“我不是英雄，我是医生 ”

工作中的王菊芝。

本报讯 记者刘雅玲报道：为纪
念第75个“5·8世界红十字日”的到
来，增强广大群众防灾减灾意识，提
高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5月7
日下午，市红十字会在优特总部大厦
举办应急救护培训专场活动。

培训活动现场，来自市红十字会
培训中心的专业救护师，采用情景互
动的模式为参加活动的50名企业员
工、写字楼工作人员等进行了创伤四
项基本技术、心肺复苏及体外除颤仪
（AED）相关知识的讲解，手把手进
行胸外按压的实操培训。同时，市红
十字会为参与活动的每位人员赠送
了急救包，并为优特总部大厦赠送急
救箱（包）7个。培训老师针对急救
箱（包）的使用，现场逐一进行了详细

的讲解介绍。
活动现场，市红十字会还向大家

发放了红十字知识宣传资料，向大家
传播红十字运动知识、应急救护知
识、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和器
官遗体捐献知识等，让更多的人了
解、支持、关心及参与到红十字运动
中来，为红十字运动更好地服务于社
会营造良好的氛围。参加本次培训
的员工纷纷表示，在活动中不仅树立
了正确的应急救护意识，而且还掌握

了常见急救方法，受益匪浅。
接下来，全市红十字系统将进

一步普及应急救护、防灾避险和卫
生健康知识，带动更多市民群众学
习急救、学会急救、敢于施救，努力
提高广大市民群众的应急救护能力
和防灾避险意识，提升应急救护知
识普及率，形成“人人学急救、急救
为人人”的良好社会风尚，通过全社
会的共同参与，共建健康珠海，共享
美好生活。

人人学急救 急救为人人

市红十字会举办应急救护培训专场活动

城管部门协
调物业公司在车
道中间安装交通
护栏后，小区出入
口道路不堵了，小
区居民的心也不
堵了。

本报记者
吴长赋 摄

本报讯 记者许晖 通讯员 薛强报道：
4月底，珠海干休所领导收到一封感谢信，
质朴的言语表达了老干部、老阿姨对干休
所门诊部阳书群医生的深切感激之意。

这封感谢信是纪文军写的，她是老干
部纪纯一的远房妹妹，平时照顾纪老的生活
起居。4月1日傍晚，纪文军在家吃晚饭拿
碗筷时，疏忽摔了一跤。纪纯一见状，赶紧
给干休所打电话，没过两三分钟，门诊部值
班医生阳书群提着急救箱急忙进了家门。

阳书群初步判断可能是因为近期回南

天潮湿，在家中不小心摔倒，导致腿部摔伤
骨折、头部摔伤。清理包扎了伤口后，阳书
群又拨打120急救电话，并联系家属。纪
纯一的儿子、亲戚们短时间内无法回来，家
中只有两位老人，最后是阳书群陪着去的
医院。

在市人民医院急诊科，医生根据检查
结果诊断，纪文军右下肢小腿胫腓骨双骨
折、脑出血水肿，需要立即手术。直到晚上
11点，阳书群一直忙前忙后、跑上跑下，没
顾上喝口水、吃上饭。

第二天，干休所工作人员到纪老家巡
诊看望时，纪老激动地握着阳书群和其他
同志的手，真诚地表示感谢：“幸亏我妹妹
昨晚抢救及时，手术做得也比较成功。多
亏了小阳，幸好有你们！”

“抢救及时，幸好有你们！”
门诊医生“秒”变家人 协助老人医院就医获救

本报讯 记者何进 通讯员吴佩盈报
道：不清楚是否违章、上班没时间换驾驶证
和消除违章、不知如何申领免检标志……
5月6日起，香洲区拱北街道前河社区居民
在家门口就能解决这些问题。当日，市公
安局交警支队拱北交警大队联合拱北街道
办打造的第二个社区交通管理服务站在前
河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正式揭牌并投入使
用。

电子宣传屏播放着“文明驾驶”“交管
12123App使用教程”自制小视频，展架上
摆满了安全驾驶、交通法规等教育小册
子……走进前河社区交通管理服务站，宣
传氛围非常浓厚。服务站设有一名常驻交
警、两名流动交警，只要居民致电或网上提
前预约，无论下班时间还是周末时间，都可
以在家门口办理十余项涉及车辆或驾驶人
的交管业务。“我的驾驶证丢失了，知道社
区新设立了服务站，就赶快过来了。交警
耐心地告诉我补办流程，教我怎样在手机
上申请，又不用排队，几分钟就办好，真是
太方便了！”当天第一位前来办理业务的居

民陈女士为前河社区交通管理服务站点
赞。

顺畅安全的交通出行环境与居民的幸
福生活息息相关，前河社区党委一直与拱北
交警大队保持着密切联系。去年，双方联手
对修远巷、正道街、英才巷等社区道路进行
了提升整治，现在三条道路变得宽敞明亮，
车行顺畅，之前居民深恶痛绝的乱停乱放现
象一去不复返。

“我们将以交通管理服务站为依托，继
续加强与拱北交警大队的交流共建。进一
步清晰辖区路网特点及车辆通行规律，建
立一张‘社区路网情况及交通基础设施信
息图’，制定社区交通管理方案，提升道路
通行效率和停车位使用周转率，重点解决
居民群众停车难问题。”前河社区党委书记
陈滨说。

接下来，前河社区党委还会联合交通
管理服务站开展交通知识宣传进小区进校
园、普法学法课堂等惠民性活动，打造安全
文明的社区交通环境，创建“零酒驾”示范
社区。

交警驻社区 服务到家门
拱北街道前河社区成立社区交通管理服务站

本报讯 记者康振华报道：为进
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优势，提升基层社
会治理效能，5月6日，香洲区香湾街
道海虹社区党委联合珠海市阳光时
代慈善会党支部开展“虹”色动力志
愿服务队组建大会暨志愿者培训活
动，以引导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
务，培育居民的公共意识、责任意识、
参与意识，培养“能干事、会干事、干
成事”的志愿者队伍。

据了解，海虹社区“党建引领
‘虹’色动力，聚力赋能‘4050’项目”

属于“民生微实事”项目之一，主要通
过挖掘引导社区有特长的居民，加入

“虹”色动力志愿服务队，开展家门口
的志愿服务活动，为社区居民服务，
为社区发展助力。

会议邀请了专业老师进行了志
愿服务相关知识培训，让大家对自己
的服务工作有了一个明确的认知，对
志愿服务发展历程、服务成果等有了
深刻的了解，真正体会到了做志愿者
的意义和乐趣，更明白了做志愿者应
具备的素质和条件。

海虹社区党委副书记甘冬燕介
绍，当天成立的“虹”色动力志愿服务
队主要由社区退役军人、4050人员、
社会组织成员和热心居民组成，显示
出海虹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

的热情和能力的双提升，标志着社区
志愿服务工作走向规范化、品牌化的
良性发展道路。

同时，为了发挥志愿服务长效
机制，合理对接、整合志愿服务力
量，按照“建组织扩覆盖、建载体聚
合力、建平台促发展、强队伍激活
力”的“三建一强”工作法，强化党建
引领，开展志愿服务队伍赋能行动，
当天还成立了“红马甲”邻里互助
队、“红哨子”文明实践队和“红旗
帜”志愿服务队三支志愿者分队，明
确各分队的人员组成及志愿服务内
容，促进“虹”色动力志愿服务队伍
不断凝聚力量，发挥专业优势，共同
参与社区建设。

海虹社区党委书记李伟胜表示，

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此次志愿
服务队伍组建暨培训活动，不仅让海
虹社区居民明确了志愿者的身份、角
色，同时也走出第一步，打造一个社
区志愿者凝聚平台，让海虹社区志愿
服务朝着有组织、高效运作的方向发
展。“虹”色动力志愿服务队将坚持助
人自助的核心理念，创新社区管理模
式，加强基层治理，聚集社区能人，挖
掘出社区热心的、有号召力的居民参
与社区治理工作，强化居民自治，营
造和谐社区。

据了解，4050人员是指处于劳
动年龄段中女40岁以上、男50岁以
上的，本人就业愿望迫切、但因自身
就业条件较差、技能单一等原因，难
以在劳动力市场竞争就业的劳动者。

香湾街道海虹社区组建志愿服务大队及三支分队

聚能量为社区建设增动力

本报讯 记者康振华报道：近日，小学
放学后，香洲区香湾街道香凤社区党群服
务中心活动室里热闹非凡，一群刚刚放学
的孩子来到这里，学习手工剪纸。这是“益
路童行筑梦香凤”——青少年文明成长服
务计划之《小小达人》“心灵手巧”系列活动
之一，由香凤社区党委、妇联及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主办，蓝海社会服务中心承办，为香
湾街道“民生微实事”项目。

剪纸不仅可以锻炼孩子们双手的灵活
性和协调性，还有助于培养孩子们耐心、细

心的性格，提高他们的空间思维能力。为
此，社区聘请了专业老师详细讲解了我国
民间剪纸文化的历史沿革和流派，让孩子
们感受传统民俗文化艺术的魅力，了解不
同地域的剪纸虽然各有差异，但其表达的
含义都是劳动人民热爱生活、勤劳奋斗的
体现。

老师从最简单的折纸、剪纸开始，现场
示范各种剪纸技巧。同时，还理论联系实
际，现场教学，一边剪一边辅导。课堂上，
孩子们热情高涨、气氛十分活跃。在独立
创作的环节，虽然孩子们的手法还显稚嫩，
但随着小小剪刀在指间转动，他们的手法
也越来越流畅。同学们互相帮助、团结合
作，用奇思妙想共同完成漂亮的剪纸作品，
相互分享着各自的收获，体验传统民俗艺
术的独特魅力。

香湾街道香凤社区举办活动教儿童学民俗艺术

社区少年放学后变身“剪纸达人”

本报讯 记者宋雪梅报道：为弘扬中华
传统美德，树立文明家风，营造尊重母亲、
感恩母亲的社会氛围，5月7日，高新区鸡
山社区党委、鸡山社区妇联开展了鸡山社
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之“乐享生活，爱要即时
行动”——2022年母亲节游园活动，倡导
子女给母亲一个爱的拥抱，通过玩游戏、写
致词、亲子合照等方式表达对母亲的感恩
和浓浓敬爱。

“你有多久没有抱过你的母亲了？”随
着母亲节的到来，鸡山社区便想借助节日
给社区的母亲“定制”专属于她们的拥抱。
活动开始前，在“妈妈，我想对你说”的告白
墙处，早已挤满了想要对母亲表达爱意的
子女们，他们纷纷有感而发，不约而同地携

手母亲在墙上留下了一个个手印，写下一
句句充满感恩、爱意的话语，然后各自给予
身边的母亲大大的、满满的拥抱。

活动以“陪你走过春夏秋冬”为主线，为
社区的亲子家庭准备了充满着母亲儿时回
忆的游戏，吃豆子、捡石子……满溢着母亲
的童年记忆，社区的子女们与自己的母亲共
同完成一道道闯关游戏，尽情发挥着爱的力
量。在亲子DIY环节中，母亲们与子女们
齐心协力地完成着刮沙画、制作网红流体熊
等创作……活动中弥漫着浓浓的爱意。

活动还特设了“爱的留影机”环节，参
加活动的母亲带着自己的子女在此处留下
爱的印记，由工作人员为其拍照并冲洗打
印，“定格”幸福瞬间。

本次活动在鸡山社区营造了尊重母
亲、感恩母亲、关爱母亲、回报母亲的文明
社会风尚。鸡山社区党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将会继续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培育，让中华传统美德代代相传，共同
建设文明幸福美丽社区。

弘扬传统美德 树立文明家风
高新区鸡山社区举办关爱母亲游园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