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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郑振华 实习生陈颖
彤报道：6月8日，受强雷雨云团影响，
我市频密出现骤雨并伴有雷暴，市气
象部门相继发布全市暴雨黄色、橙色、
红色预警信号。市三防指挥部及时加
强会商研判，部署强降雨各项防御工
作，重点保障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

8日7时05分，市气象局发布全
市暴雨黄色预警信号；7时40分，金
湾区、斗门区暴雨预警信号升级为橙
色，其余区域（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金湾区、高新区、鹤洲新区）暴雨黄色
预警信号继续生效；8时50分，全市
暴雨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9时 30
分，金湾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暴雨
预警信号升级为红色；12时45分，市
气象局将全市暴雨预警信号升级为红
色。16时50分，市气象局解除全市
暴雨预警信号。

8日7时30分，市三防指挥部提
前将防汛（防暴雨）Ⅳ级应急响应升
级为Ⅲ级，并于12时35分提前将全
市防汛（防暴雨）Ⅲ级应急响应升级
为II级，直至17时将全市防汛（防暴
雨）II级应急响应降为Ⅳ级，并继续
维持。

防汛（防暴雨）Ⅱ级应急响应期
间，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市三防指
挥部常务副总指挥杨川坐镇市三防指
挥部，现场调度，督促各区对部分短时
积水区域进行疏通强排，及时消除风
险，落实各项防御措施；市应急管理
局、市水务局、市自然资源局、市气象
局等13个单位参与联合值守。各区
带班领导、三防责任人均按照《珠海市
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和应急
响应等级上岗到位，落实防控措施。
各级各部门严格按照应急响应级别和
相关要求开展防御工作。

据统计，6月8日零时至17时，全
市平均雨量124.3毫米，最大累计雨
量246.4毫米（金湾区）。受此影响，

全市累计出现36处道路积水点，截至
当天17时已消退14处，22处正在加
紧强排；暴雨同时造成香洲区狮山街
道光华街89号后山发生一处约10立
方米的滑坡，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当天，全市共对两处积水较为严
重的道路实施封路管制（金湾区高栏
港临港东路、紫园路京华假日湾），并
将金湾区南水镇电厂南路9号（粤裕
丰钢铁有限公司）11名因强降雨被困
的临险人员和光华街后山滑坡导致被

困的4名群众安全转移。
同时，我市教育部门第一时间落

实全市学校（幼儿园）8日下午停课，
停课不停高考；交警部门共救助6名
受强降雨影响的考生按时到达考场；
市卫生健康部门落实89家托育机构
停课；交通部门落实水运航班停航9
班，全市公交停运15条、改线运行20
条；住建部门督促全市1075个在建房
屋市政工程全部停工；宣传部门通过
观海APP、珠海特区报微信公众号、

珠海网、珠海发布、短视频等平台全天
发布暴雨相关信息100余条，总点击
量近220万人次。

据气象部门预计，9日凌晨至上
午我市降雨将再次加强，局部有大暴
雨。目前，全市各易涝点已安排值守
人员，提前对易涝点附近排水口布置
排水架，预置47台（套）应急抢险排涝
装备现场备勤，27台（套）应急抢险排
涝装备机动备勤，及时开展道路出现
水浸时的应急抽排工作。

□本报记者 陈雁南

从1987年到2022年，从意气风
发到华发萧萧，从广西大山里来，在
伶仃洋畔扎下根。35载，12775天，
在桂山岛这座离香港仅有3海里的
小岛上，桂山镇中心卫生院院长王
桂湘见证了伶仃洋上一次次日出日
落，也接诊了来来去去的无数海岛
居民。

尽管曾有多次机会离开海岛，王
桂湘却选择留了下来。他说：“去哪
里都是为人民服务，去哪里也都是干
活，既然来到这里就认真把工作做
好。”在一声声“王医生”的呼唤里，王
桂湘成为海岛群众看病就医、守护渔
民生命安全的“定心石”。

离开与留下：
“去哪里也都是干活”

1987年，王桂湘刚刚从医学院校
毕业，适逢珠海市卫生局到广西玉林
招人，于是他报了名，离开了家乡广
西，被分配到桂山岛成为了一名海岛
医生。

站在开往桂山岛的船上，年轻的
王桂湘生平第一次看到大海，一切都
充满了未知和新奇。他尝了一口海
水，发现真的是咸的。他没有想过未
来会怎样，也没想过在这里一待就是
35年。

桂山岛位于香港、澳门、珠海之
间的伶仃洋海域，是万山群岛众多岛
屿中的一个，距离香港最近只有3海
里，距离珠海香洲港17海里。

王桂湘还记得，初到海岛医院的
时候，条件十分艰苦，整个卫生院加
上他只有5个人，直到1990年才有了
第一个护士。海岛供电不足，夜晚照
明只能点煤油灯和蜡烛；每天看病之
余，还要上山砍柴和挑水，以满足医
疗和生活所需；当时的卫生院位于半
山腰，直到1998年才搭建了临时厕
所；海岛交通不便，往返市区的航班
一个月只有两班，还是人货两用的木
船，单程就是两个多小时……

按照当时的政策，新来的医生在
岛上工作五年就可以调往市区，后来
也有朋友向王桂湘伸出过橄榄枝，虽
然也犹豫过，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留
下。“去哪里都是为人民服务，去哪里
也都是干活，既然来到这里就认真把
工作做好。”王桂湘笑着说。

如今35年过去了，当时的年轻小
伙已经两鬓斑白。当年，和王桂湘一
起来到海岛的有11人，被分派在万山
岛、担杆岛、桂山岛等6个点。多年过
去，其中9人陆续离开海岛另谋发展，

现在坚守在海岛的只有桂山岛的王桂
湘和东澳岛的蒋邦琨。

白天与夜晚：
以医院为家，周末也不敢走远

桂山镇中心卫生院是桂山岛唯一
一家医院，目前共有13名医务工作
者，其中有5名医生。就是这个13人
的小团队，筑起了桂山岛居民的“生命
屏障”。

岛上住着很多老年人，户籍老人
和常住老人共有315人。为了准确了
解每个病人的病情，桂山镇中心卫生
院为有慢性病的居民建立了病例管理
档案。目前岛上有140多个高血压患
者、40多个糖尿病患者，王桂湘对这
些病人的情况了然于胸。

王桂湘就住在卫生院楼上的宿
舍，他真正“以医院为家”。每天早上
他下楼到诊室上班，有时夜里遇到紧
急情况，也可以随时下楼接诊。尽管
现在桂山岛往返市区的航班班次已增
加到每天8班，但王桂湘每个月只回
一两趟市区的家。周末在岛上散步或
钓鱼，他也不敢走太远。“手机一响，我
就得马上赶回卫生院，就怕耽误了病
人看病。”王桂湘说。

在海岛上，每年经常遇到的台风
等恶劣天气，是王桂湘和同事们最紧
张的时刻。2017年8月，台风“天鸽”
正面袭击珠海，桂山岛遭受重创。在
水电、通信全无的情况下，王桂湘带领
全院医务人员治疗了20多位不同程
度受伤的岛民。

回想起当时救治的一位脖子被割
伤的岛民，王桂湘仍心有余悸。当天
晚上伤者被送过来时，情况十分危
险。电力还没有恢复，王桂湘和同事
借助手电筒的微弱灯光，连夜进行了
数小时应急手术，清理伤口、止血、缝
合，患者的生命体征才逐渐平稳下
来。等到第二天一早，有船只登陆海
岛，他们才将伤者转移到市区医院。

风终于停了，可台风过境时破坏
了医院的大门，医用门铃无法使用。
为了能及时接诊，王桂湘干脆把一张
床搬到了医院门口，守着门口和衣而
睡。一连三晚，岛上的居民都能看到
这位“守门医生”，“有他在，很安心”。

35年来，王桂湘所做的一切都被
岛民看在眼里。桂山村的老人吴逵，
曾因为突发疾病而晕倒，是王桂湘对
其进行了紧急救治，并护送他去了市
区医院。老人做完手术后又回到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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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医生为
人老实，少讲话，多办事。”提起“王医
生”，老人连连称赞。

传递与延续：
希望有更多年轻人到海岛“接班”

从位于半山腰的老卫生院，到在
桂山酒店租房开诊，再到现在由老厂

房改造成新的卫生院，35年间，桂山
镇中心卫生院多次搬迁，王桂湘也见
证了卫生院医疗条件的逐渐改善。如
今，桂山镇中心卫生院作为珠海市人
民医院海岛分院的三个镇卫生院之
一，已经配备了B超、X光等先进医疗
设备，还有专门的产房、手术室。医院
还成为5G智慧医院医疗点，遇到疑
难问题，只要连接内部网络，即可接受
专家的远程协助。

看着医院越来越好，王桂湘心里
很是开心，但海岛医生的留存问题依
然是所有海岛医院面临的难题。王桂
湘说，最近两三年医院走了两个年轻
医生，他虽想挽留他们，但是又怕耽误
人家。

有离开的，也有留下的。医院的
护士范君俞看起来年纪轻轻，但已经
来到海岛医院工作6年，经常跟着王
医生走访病人家庭。她说：“王院长很
随和，就像家人，在医院工作氛围很轻
松。”

王桂湘从未忘记35年前，他刚到
海岛时，一对医生夫妇给予他的帮
助。“当时我很年轻、没有经验，什么也
没有，吴耀煌夫妇十分热心肠，总是力
所能及地帮助我，经常请我到他们家
吃饭，他们对我影响特别大。”王桂湘
说。

明年，王桂湘就到退休的年龄了，
但他仍舍不得离开桂山岛，他希望退
休后还能继续为岛民们看病，也希望
能有更多年轻人来接他的班。他常常
对年轻人说：“既然来到了这里，就要
安下心来，好好为海岛居民服务。”

王桂湘还希望卫生院能有一位妇
产科医生，让海岛居民可以在家门口
生孩子。“前几天，就有一位孕妇突然
出血，我们只能把她紧急送到市区救
治。”王桂湘说，目前卫生院的医生都
是全科医生或公卫医生，有了产房却
无法开展分娩服务。他期待未来能有
专科医生扎根海岛，让岛民们能享受
到更优质更全面的医疗服务。

扎根海岛35载治病救人 曾有多次机会离开却最终留了下来

王桂湘：去哪里都是为人民服务

本报讯 记者刘雅玲报道：今年6
月8日是第十四个“世界海洋日”。当
天上午，由珠海市自然资源局主办的

“保护海洋生态系统 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世界海洋日主题科普活动暨“广电
5G自然保护频道”上线启动仪式在珠
海淇澳红树林自然保护区举行。

活动现场，广东珠江口中华白海豚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珠海淇澳担
杆岛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与广东省
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公
司共同签属了“广电5G自然保护频
道”合作协议。该频道设置了“慢直
播+VR”“短视频”“生态保护”“自然课
堂”“视频上传”等栏目。观众们通过电
视大屏或手机小屏，就能观看趣味动物
短片、生态纪录片和环保科普片，以及
珠海市内自然保护科普讲座和公益文
化活动，在轻松学习环保知识之余，还
能领略自然造物的无限可能。

珠海海域面积6500平方公里，聚
集了发展海洋经济所需的十分宝贵的
资源和要素。为了让市民更多地了解
珠海丰富的海洋文化和提高生态保护

意识，现场同时举行的世界海洋日主题
科普活动中，淇澳担杆岛省级自然保护
区、中华白海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单
位设立了宣传摊位，并开展了红树林培
育科普学堂，介绍淇澳岛的常见植物品
种以及中华白海豚的保护等知识。

活动主办方负责人表示，珠海作为
全国少有的同时拥有红树林、盐沼、海
草床三大蓝碳生态系统的城市，按照新
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和自然资源管理工
作新要求，积极探索人海和谐、陆海统
筹、彰显特色的发展模式，为同类城市
建设生态文明的海洋经济树立了典范。

“广电5G自然保护频道”的上线，
将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的平台与技术优
势，与社会各界共创生态保护新形态，
未来将致力于打造成全省广电5G自
然保护的专用频道，力促自然生态保护
实现数字化、智能化的转型升级。

据介绍，“广电5G自然保护频道”
电视端入口设置在4K超高清U点家庭
服务器及高清互动电视主页“珠海”版
块下的导航菜单栏“5G自然保护专
栏”，珠海市民点击即可浏览。

我市举办6·8世界海洋日主题科普活动暨

“广电5G自然保护频道”上线启动仪式

多个自然保护区联合宣讲物种知识

本报讯 记者何进 通讯员杨小江
报道：近日，珠海交警针对机动车乱鸣
喇叭的交通违法行为持续开展专项整
治行动，严查机动车高分贝、长时间、持
续鸣喇叭等噪音扰民交通违法行为。
对查获的违法司机当场进行批评教育
和处罚。

外地司机着急办事乱鸣喇叭催前车

5月 25日上午，交警机动大队在
南湾北路交珠海大道路段开展乱鸣喇
叭专项整治行动。该路段连接珠海东
西城区，交通四通八达，高峰期过后仍
然车流不息。11时许，一辆晥K2××
85号灰色江淮商务车顺着车流缓缓行
驶，司机数次按喇叭催促前车，郑警官
见状将车辆拦停。司机孙某解释：自
己正在送东西，发现路上车多缓行，眼
看快要迟到了，一时心急就按了喇叭
催促。

由于孙某驾车乱鸣喇叭，交警依法
对其处以罚款150元。孙某虚心接受
了交警的交通安全教育，迅速调整好心
态，继续开车去办事了。

泥头车高分贝喇叭扰民引路
人侧目

5月19日下午4时6分，交警机动
大队黄警官巡逻至梅界路交景晖路路

段时，一阵刺耳的喇叭声突然响起。黄
警官循声望去，只见几辆车依次通过路
口，其中一辆粤C8××76号黄色泥头
车从临近路口开始，就持续地鸣喇叭催
促。泥头车的喇叭声分贝高，路过的行
人纷纷侧目。黄警官立即上前拦下泥
头车。司机韦某抱怨前面的车走得慢，
自己着急就习惯性地催了催。黄警官
对韦某进行了安全教育，提醒他文明行
车。韦某表示以后开车不会再这么急
躁了。由于韦某驾车乱鸣喇叭，被处以
罚款150元。

5月至今已查处129宗

5月以来，珠海交警机动大队已经
查处机动车乱鸣喇叭交通违法行为
129宗。

交警提醒，乱鸣喇叭不能节省赶
路时间，反而可能引发不必要的隐患
和危险。司机自己坐在车内，有车身
和车窗玻璃的隔绝，听到的喇叭声并
不大，可对路人、周边居民而言，心理
和生理都会造成影响和伤害。刺耳的
喇叭声还容易传递暴躁的情绪，挑起
其他车辆司机紧张的神经，进而引发

“路怒症”，原本和谐平缓的交通氛围
也可能因此变得针锋相对，直接影响
正常的交通秩序。

交警的整治行动还在继续。

交警5月至今
查处机动车乱鸣喇叭129宗

本报讯 记者苏振华报道：优化多
回路供电方式，使故障复电时长进一步
缩短；同时使用自动化控制技术，提高响
应速度……6月7日，高考开考，南方电
网广东珠海供电局启动一系列保供电
措施，为我市各考场安全、稳定用电创造
良好条件。截至6月8日，珠海电网运
行良好，未受到此次暴雨天气影响。

珠海香洲供电局安全监管部综合
管理专责梁提这次将和女儿共赴“考
场”，女儿在市二中考场参加高考；他被
安排到市二中供电保障一线，接受任务

“大考”。梁提对记者说，此事没告诉女
儿，是不想她考试分心。梁提相信这次
高考，他俩都能交出满意的答卷。

高考期间，珠海供电局启动了一级
保供电标准，通过优化电网运行方式，
做好设备运维和优质服务，全力护航高
考顺利进行。

“为了确保供电安全，包括市二中
在内，全市各考点学校都接入2回以上
线路供电，一回线路故障停电马上会由
其他线路替代，供电可靠性相当高。”据
介绍，在过去，现场保供电人员主要依
靠手动恢复供电，今年高考期间实现智
能自控，即电网会自动启用备用线路完
成供电转接，只需105秒就能重新通
电；同时辅以人工手段，通常在1-3分
钟内也能手动恢复供电。和过去相比，
故障后的复电时间进一步缩短。

为确保万无一失，珠海供电部门还

制定了第二套突发状况应急预案，对高
考考点学校所有市电、网电线路瘫痪的
极端情况作了周密安排。即在各考点
学校派驻工作班组和应急发电车等紧
急供电设备，对供电服务区内保供电场
所涉及的供电线路设备设施进行特殊
巡护、安全隐患排查和消缺处理工作，
必要时启动应急供电，为高考提供坚强
的供电保障。

记者注意到，在开考前几天，珠海供
电部门会同校方开展了配电设备满载运
行及大负荷测试，并根据不同考点学校考
场数量合理调配了发电功率从250千瓦
到500千瓦不等的应急发电车。

此外，记者还了解到，我市各考点
学校保供电工作班组在高考期间实行
驻校封闭式管理，每天开考前将完成各
项应急准备工作，作息上和教职工一样
吃住在校。如有突发供用电问题，大家
可就近找供电班组迅速开展应急处置。

随着本轮降雨过程雨量的不断增
大，截至6月8日13时30分，珠海供电
局已启动防汛Ⅱ级响应，加大全市特别
是高考考场及周边区域供用电保障力
度。供电部门主动对接市、区三防指挥
部，做好气象水文信息、积涝区域信息
的及时获取和利用，加强了相关区域及
周边高考供电线路、设备的防汛巡护工
作。经工作人员巡视排查，截至6月8
日17时，珠海电网运行良好，未受到此
次暴雨影响。

车辆在暴雨中有序行进。 本报记者 曾遥 摄

桂山镇中心卫生院院长王桂湘。 本报记者 程霖 摄

梁提在高
考考点附近检
查应急电源接
入情况。

本报记者
苏振华
通讯员

沈诗鸣 摄

优化应急预案 保障考场供电安全

珠海电网风雨无阻平稳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