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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淑娴：
竭尽全力协助农业灾后修复

“我们要进行塘底清洁，不然鱼
苗可能会生病。”5月 13日，金湾区
农业农村水务局总畜牧师方淑娴与
同事们趁着大雨停歇的间隙回到了
金湾黄立鱼现代产业园，叮嘱养殖户
们加快进行鱼塘修复，避免造成更多
损失。

在此前的数天时间里，园内的
部分黄立鱼养殖塘，遭到了此次特
大暴雨的冲击。身为党员的方淑娴
已与同事们在此奋战数天，调动各
方力量守护鱼塘安全。其中，12日
上午9时至下午5时，正值金湾降雨
量的峰值，为养殖户们带来了漫塘
的风险。

为此，方淑娴与金湾区农业农村
和水务局的党员干部率先到场，调动
挖掘机、发电机等设备紧急进场为鱼
塘挖掘垄沟排水，并将泥土堆在塘边
以加固堤坝。频密的雨水将在场工
作人员的衣服淋了个透，但每个人都
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这一幕令方淑
娴格外动容。

“大家的衣服都是湿了又干、干
了又湿，但我们在场的每位党员干
部，都没有退缩。”方淑娴介绍，当天
所有负责农业工作的党员干部，集
体下沉至防汛保产的一线，为养殖
户协助救灾或提供专业建议，“我们
将竭尽全力守护农户利益，一刻也不
会放松。”

毛蓓：
暴雨不歇、隐患不除、我们不回

5月12日，三灶镇综合行政执法
办负责人毛蓓正和执法队员蹚过淹
至膝盖的积水，用双手将困在水中的
抛锚车辆推到安全地带。“暴雨不歇、
隐患不除、我们不回，这是综合行政
执法队员的行动口号，也是我们职责
所在。”毛蓓告诉记者。

从5月10日开始，防汛便成为毛
蓓的工作重心。当晚，金湾区普降大
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在这个注定
无眠的夜里，毛蓓一方面组织执法队
员按照预案部署开展防汛防御工作，
另一方面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工作，
第一时间统筹人员安排、组织清点应
急装备、落实后勤保障物资，率领执
法队全员做好返岗战斗准备。

5月11日，趁着雨势未大，毛蓓
带领执法人员对户外广告设施进行
再一次进行隐患排查，检查是否存在
陈旧残缺、脱落锈蚀的情况，并立即
督促整改。5月12日，金湾区降水量
激增，三灶镇多处发生水浸。雨情就
是命令，毛蓓率领3支执法小队投入
到抢险救灾第一线工作，用执法车解
救受困群众、排查水浸车辆中是否有
群众受困、解救抛锚车辆、帮助小区
物业堆筑地下车库防水沙袋、疏通排
水口、清理路面障碍物。

“群众受困，我们就把车斗临时
作为转移工具，遇到需要推车、紧急
排水的情况，没有工具我们就徒手上

阵，当时心里就想着只要水位下降加
快一秒，人民群众的安全就得到保障
多一分。”回忆起当时抢险的紧张场
景，毛蓓仍感到历历在目。

暴雨过后，预警并未解除，队员
们湿透的雨具整齐挂在办公室墙
上。经过短暂休整后，毛蓓又带领全
体队员开始了夜间防汛值守，并总结
白天应急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对存在
的不足立即改进。“我是一名党员，同
时又是党支部书记，面对险情，我只
想到要迎难而上，要努力发挥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不怕苦、不怕难，当好头
雁、带好队伍，才能不负人民群众对
我们的重托。”毛蓓说。

吴伟基：
我是党员，我先上！

西城社区党委委员吴伟基的这
些天不是在值班，就是在抢险的路
上。5月10日，接到市、区、镇防汛工
作要求，三灶镇西城社区随即进行防
汛工作部署。作为社区防汛工作的
主要负责人，吴伟基投入防汛工作以
来，一刻也没休息过。

社区工作繁杂琐碎，24小时内随
时都有可能出现突发状况。在24小
时昼夜值班过程中，吴伟基总是大屏
小屏同时盯，一方面时刻关注工作信
息群，及时传达落实总指挥室工作指
示，另一方面又将社区有关情况和居
民反馈等做好汇报工作。

“我是党员，我先上！”吴伟基
说，5月10日当晚通宵值班后，11日
一早，他又与同事们到海边、闸口、低
洼地带巡查是否有安全隐患、“三无”
船只出海及闸口内河水位情况。

5月12日，暴雨侵袭三灶，造成
三灶镇部分地区不同程度出现水浸，
其中西城社区在排查险情时发现有
金泓路、山湖海路、机场东路天和小
区路段水浸点，严重影响过往车辆与
行人安全。暴雨让交通受阻，却没能
阻挡吴伟基和社区工作人员的步伐。

按照防汛预案，吴伟基与社区党
委班子成员立即赶到机场东路天和
小区路段水浸，协助交警疏导车辆，
并启用橡皮艇帮助居民回家。5月12
日暴雨期间，吴伟基组织做好住在低
洼地带及“三无”船只群众的安全转
移工作，共转移 3户 5人及劝离 20
人。确保无发生一例人员伤亡，吴伟
基心中悬了好几天的石头终于掉了
下来。

“居民群众一声声感谢就是最大
的动力，不仅让我再次深刻体会到防
汛工作的意义，也坚定我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意志。”吴伟基说。

杨国兴：
与时间赛跑，为生命护航

5月12日凌晨4时45分，当大多
数人还在睡梦中时，金湾区暴雨红色
预警信号正式生效，灯火通明的红旗
镇应急指挥中心内，电话声此起彼伏，
大屏幕不断切换，红旗镇应急办主任
杨国兴正打起十二分精神，协调调度、
监控险情。而此时，已是5月10日以
来，杨国兴连续战斗的第三个通宵。

37岁的杨国兴在进入红旗镇应
急办前，曾在部队服役，15年的军旅
生涯也赋予了他融入骨髓的责任与
担当。为确保此次防汛工作万无一
失，杨国兴一刻也不敢懈怠。从早到
晚协调调度暴雨应对、上传下达防汛
信息，一天接打200多通电话，凌晨到
防汛一线巡查隐患，这就是他此轮暴
雨期间的工作常态。

及时响应固然重要，提前预判，
更是做好应急保障工作的重中之

重。在红色预警生效前，红旗镇已组
织14个村居（社区）进行了线上会商
研判，抽水泵车也已提前到位。“每个
村居都有各自隐患特征，比如小林村
有部分村民居住在山边，要提防山体
滑坡，及时转移临险人员；大林社区、
矿山社区有不少水库山塘，也要注意
加强巡查；而藤山社区地势低洼，在
容易水浸的点位，要提前布置好泵
车、安装好警示标识。”把应急保障做
在前的意识，也让杨国兴对辖区地形
地貌、社情民情等了如指掌。

12日21时25分，随着影响我市
的强降雨云系减弱东移，市气象局解
除了全市暴雨和雷暴预警信号，但杨
国兴的工作依然在继续。由于此轮
强降雨持续时间较长，担心因土壤松
动引发山体滑坡、塌方等次生灾害，
杨国兴和同事们又开始了一线巡查，
直至第二天凌晨3时。

5月12日，还是杨国兴3岁女儿
的生日，家人早早地就盼望着能在这
一天欢聚庆祝一下，但越来越紧急的
防汛任务打破了一家人的愿望。整
整3天3夜，他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
防汛一线没有回家。“我是一名共产
党员，也是一名退伍军人，虽然已褪
去军装，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我永远
不会忘记。”他由衷地说。

刘彬：
用行动践行“人民至上”

“昨天美景新村积水达到1米，现
在内部排水管网可以正常排水，但还
是要提高警惕，特别要加固外围的防
水墙和设立强排泵车。”5月13日下
午，藤山社区党委书记刘彬眉头紧蹙
地说。当天，雨势已经减弱，刘彬带
领藤山社区工作人员和珠海市水控
集团一起，来到地势最低的美景新
村，仔细检查防水墙并继续排出地下
管网积水。

5月12日上午9时，在持续10个
小时的强降水下，藤山社区3个地势
低洼处出现水浸，其中珠光新城附近
道路水深及膝，美景新村内水深过大
腿。为将积水排出，刘彬带领藤山社
区20多名工作人员采取轮班制24小
时在藤山社区临时泵站值守，并且利
用红旗镇调度的强排泵车排出道路
积水。在连续工作了超过11个小时
过后，傍晚7时30分，道路积水排空
并恢复了正常通车，但刘彬紧绷的神
经并没有放松。虽然道路上没有积
水，但只要排水管网内的水没有排
空，就经不起再一次降水来袭。

刘彬有一个外号叫“治水书
记”。2011年来到红旗镇之后，他见
证了藤山一路周围商业区和新小区
的拔地而起，但该区域地势相较于周
边越来越低，逐渐成为水浸易发点。

“前年最严重，许多临街的商铺都受
灾了，那时的水淹没到了我的胸口。”
刘彬说，为了解决这一安全隐患，红
旗镇开始修建临时泵站。而泵站修
好的时候，正是刘彬成为藤山社区书
记的时候。

为了更好地防汛，刘彬掌握了泵
站的复杂操作，并且通过大量学习逐
渐变成了排洪“专家”，他明白，只有
自己懂得排水原理，摸清社区和周边
的地理关系，才能更好地带领藤山社
区工作人员守护家园。

谈及和自己并肩作战的伙伴，刘
彬说：“我们社区的工作人员个个都
是好样的，他们有的人从5月10日开
始连续3天值夜班，在泵站滤网和道
路排水口捞杂物，有的人在雨中扛着
沙包站在1米深的水里垒防水墙，没
有一句怨言！”

统筹：本报记者 宋一诺
采写：本报记者 甘丰恺 蒋毅槿

宋一诺 金 璐
摄影：本报记者 张 洲

通讯员 金 宣

今年最强降雨来袭，
5月11日-12日，金湾区
连续两天发布暴雨红色
预警。从未雨绸缪组织
防御，到险情出现后紧急
救援，全区党员干部冲锋
在前，无数群众紧密配
合，凝聚起全民防汛的强
大合力。在险情面前，金
湾区共 2082 名党员、
2591名工作人员、1287
名志愿者参与到防汛工
作中，筑起了一座座防汛
“红色堡垒”。今天让我
们一起走近防汛一线的
五位党员，倾听他们倾力
守护家园的防汛故事。

本报讯 记者何锬坡 金璐报道：5
月12日，乌云笼罩下的珠海迎来了今
年最强降水，珠海传媒集团摄影记者
张洲走到金湾区的防汛一线，记录下
一座城市暴雨中的冷暖瞬间，化身为
一只“眼睛”，为市民发来前线报道。

“来到金湾整整10年，为这片土地
跳动的脉搏按下快门既是我的使命，
也几乎成了我的条件反射。”对于张洲
来说，一座城市里的每一个人都影响
着城市的脉搏，不论什么样的灾难来
临，只要人有希望，城市的脉搏就不会
停止跳动。2019年5月，珠海市经历
了暴雨袭城的8小时，红旗镇藤山社区
遭水浸，水深一度齐腰。应急救援队
迅速出动，利用橡皮艇转移临险人员，
一旁全身湿透的张洲扛着相机，追着
救援队拍下一幕幕抢险画面。“今年的
暴雨也是来势汹汹，但是这座城市的
排涝系统在完善，应急水平在提高，市
民也在进步。”张洲告诉记者。

没有突发新闻事件的时候，张洲
和其他摄影记者一样喜欢“扫街”。但
是他喜欢清晨出发，因为这个时间段
出门拍摄，能看见城市不一样的一
面。在一个天未亮的冬日，张洲沿着

金湾路“扫街”，发现一名工人骑着电
动车在寒风中前行。工人头戴安全
帽，身穿迷彩服，自行车后座上捆着水
桶、木梯、雨鞋、手套这些装修工人的
标准“装备”。令张洲感到惊讶的是，
工人在车头篮子里载着一只毛发“迎
风飘扬”的小白狗，又在车头处挂了一
个蓝牙音响播放着他喜爱的音乐。张
洲说，“也许别人会觉得很平常吧，但
是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被感动了，在
我眼前的画面里，车头是远方和梦想，
车后是现实和生活。梦想在前，鼓舞
着我们也许已经十分疲惫的身体去跨
过‘骨感’的现实奔向‘丰满’的远方。”

正是因为有着细腻的情感和敏锐
的观察力，张洲多次获得广东省新闻
摄影奖，但他说，“拿奖固然是好事，但
我不敢让自己太高兴，以至于忘了记
录城市的脉搏、感受时代的变迁才是
真正让我高兴的事情。”

现在，张洲定居在了金湾，以金湾
人的身份记录着珠海一点一滴的变
化。他表示，在来到金湾之前，曾经以
为这里是珠海交通网的末梢，应该人
烟稀少，经济也欠发达，但事实上，金
湾不仅有优美的生态环境，产业园区、
文化设施和商业配套也逐渐完善。“能
与年轻的金湾一同成长，是一件很幸
福的事情，我可以在这里用镜头记录
时代、用身体经历时代、用心胸呼吸时
代，同时保持自己的思考。”

本报讯 记者何锬坡 金璐报道：近
日，金湾区信访局开展“暖心接访群众
党员示范先行”主题活动，通过设置党
员示范岗、实行党员轮班接访和开展专
题培训等形式，提升党员为民服务质
量。

据了解，金湾区信访局党员示范岗
已于4月18日正式启动，该局全体党
员按照接访安排表，轮流在党员示范岗
坐班，面对面听取群众意见、协调解决
问题。来访群众则可以通过群众监督
评价和人民建议征集表，对党员接访工

作情况进行反馈。目前，金湾区信访局
已组织开展第一期学习培训，内容包括
来访接待流程、要求及技巧方法，要求
党员多说“暖人心、进心坎”的话，多办
解困难、纾急难的事，争取把问题化解
在萌芽和基层。

“让全体党员参与到接访群众工作
中来，在实践中探索形成一套可复制推
广的长效机制，可以激励广大党员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基
层困难事、群众烦心事。”金湾区信访局
相关负责人说。

“最美金湾人”新闻工作者代表张洲：

为城市跳动的脉搏按下快门

金湾区信访局开展主题活动

暖心接访群众 党员示范先行

本报讯 记者何锬坡 金璐报道：5
月12日，三灶镇居家养老业务培训班
开展“养老保障政策解读”主题培训，该
镇社会福利中心及居家养老服务从业
人员近50人参与。

培训中，广东省民政厅智库专家
李琴作为主讲人，为学员解读了我国

“三支柱”养老保障体系，分析了广东
省的养老服务政策与案例，并重点讲
解了珠海市社会服务政策与实际相
结合的情况。“因为下暴雨，所以一半

人是线上参加，大家都说老师把复杂
的养老体系讲得浅显易懂，对于今后
的工作很有帮助。”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

据了解，三灶镇居家养老业务培训
班由该镇社会福利中心主办，珠海市金
湾区恒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承办，不定
期为业内人员开展相关培训，去年以来
已经组织7场“老年人常见疾病的护
理”“如何增强居家养老服务站吸引力”
等主题讲座。

本报讯 记者何锬坡 金璐报道：5
月13日，红旗镇卫生院门诊部顺利搬
迁至该院西楼二楼并正式投入使用。
据悉，新门诊部面积为1000平方米，
同时进行了信息化管理升级。

记者在新门诊部大厅看到，导诊
台后的电子屏上可以显示每一位患者
的排号，每一个诊室的门外也有一块
电子显示屏，提示患者科室、医生等信
息。明亮的大厅、便捷的就诊流程，为
患者带来更加舒适的就诊体验，也提

高了医护人员的工作效率。
据了解，目前西楼一期二楼门诊

已开设内科、外科、骨科、儿科、中医
科，康复医学科，慢性病科与五官科8
个科室。同时，正在装修的还有住院
部、医技楼、中医科理疗科等。“希望此
次搬迁能成为门诊部新的起点，肩负
起更大的责任，强化医护质量管理，增
强医院整体实力，为地方医疗卫生事
业的发展作出积极贡献。”红旗镇卫生
院院长范家珊说。

红旗镇卫生院启用1000平方米新门诊部

提升患者就医体验

三灶镇开展养老保障政策解读培训

居家养老服务从业人员集体“充电”

红旗镇卫生院新门诊部候诊大厅。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三 灶 镇 养 老
保障政策解读培
训现场。

本报记者 张洲
通讯员 伍淑英 摄

吴伟基（右一）和西城社区同事用冲锋舟帮助受困群众转移到安全地方。

杨国兴（右二）在藤山社区协调调度加固排洪渠。

方淑娴（右三）与同事在一线指导农业灾后修复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