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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餐“食”刻

□本报记者 王晓君 实习生 杨薇

“凡是别人能做到的事，只要自己
有恒心、有毅力地努力，就没有什么是
做不到的。”这是李熙常说的一句话。
李熙是首都师范大学横琴子期实验小
学英语学科教研组长，时光匆匆，今年
已经是她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的第
11年了。

教育是门永无止境的艺术

老师是孩子们的榜样，所以李熙
总是严以律己、积极学习，把学生的学
习、发展放在首位，她在注重培养学生
的同时也非常注重提升自己的教师职
业修养。在钻研课堂教学时，李熙认
真学习新课标理论，当她学会了一种
教学模式后，会从中不断创新提高，从
而形成自己的讲课风格。在课堂上她
总是认真备好每一节课、努力讲好每
一节课，根据内容的安排，让学生充
分研讨交流，提升英语思维，培养英
语核心素养。她还积极组织学生参
加英语相关竞赛活动，李熙所指导的
学生曾在第十届IEEA国际英语精英
赛中获得一、二等奖的好成绩，孩子
们都非常喜欢她的英语课堂。作为班
主任，她总是和孩子们保持友善、愉快
的师生关系，让孩子们在班级中感受
到“爱”，李熙的班级一直因“欢乐”“团
结”而受到称赞。

“教育教学是门永无止境的艺
术。”李熙表示她有决心、有信心，努力
克服工作上的困难，成为一个有现代
意识、新型教学、与时俱进的世纪新型

教师。李熙秉持着自己独特的教育理
念教书育人，功夫不负有心人，她在横
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首届班主任技能大
赛以及全国奥林匹克英语作文大赛
（国家级指导）中获得一等奖，成为了
IEEA国际英语精英赛优秀指导老师
和IAP中小学学业素质能力竞赛优秀
指导教师。

爱满天下，爱生如子

“爱满天下，爱生如子。”李熙说，教
师的爱，尤其是班主任的爱，是照亮学
生心灵窗户的烛光。爱心是具体的，是
具有浓厚的感情色彩的，一个眼神、一
句问候、一点鼓励，都是一个班主任爱
的表现方式，班主任真诚地关怀学生、
爱护学生、理解学生，既能让学生感受
到班主任的期望，又能体会班主任的爱
心和平等的态度，那么这个班集体就会
充满真诚、友爱、活泼和上进的气氛。

李熙曾有一个学生叫小西（化
名），刚来到学校的第一天就表现得调
皮捣蛋，上课的时候连最基本的坐姿
端正都做不到，一开始她对小西也感
到头疼，但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她渐
渐发现，小西其实是一个极度渴求关
注的孩子，做什么事都要和她说一
声。有一段时间李熙发现小西经常去
医务室，便与小西的家长取得联系，了
解到小西的家人在家中经常批评他，
李熙明白了，其实小西打心底特别想
得到肯定与鼓励，希望得到老师的关
注。一次小西在班上不停地打自己，
其他孩子看见了都很紧张，李熙得知
消息后立马来到班级，小西看见李熙，
抬头笑着和她说：“这样很好玩呢。”说
着还要往自己身上打去，她见状就立
即握住小西的手：“你知道我会很心疼
吗？你知道我会很伤心吗？”说这句话

时李熙的眼眶有点湿润，她看到小西
的眼睛从充满了泪水，到泪水夺眶而
出，便心疼地抱住了小西。“我们什么
都没有说，我只是在那听着他哭。”李
熙回忆道，过了大概5分钟，她和小西
说：“以后能不能不这样了呢？”小西看
着她点了点头。

此后，李熙和小西做了一个约定，
要爱护自己的身体，每天做一件爱护
自己的事情，比如好好吃饭、锻炼身
体、保护眼睛、坐姿端正，只要做到了
每天可以得一定的奖励。小西到现在
已经按照约定，做了至少30件事情，

并且和李熙的关系越来越好，看到小
西的进步，她很欣慰。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李熙表示，
在教书育人的道路上付出的是心血和
汗水，收获的却是“桃李满天下的”无
限快乐。她用心去教育学生，用真情
去感化学生，付出温暖、付出鼓励、付
出包容，同时也不忘给孩子们明确的
目标和严格的要求。李熙说，正因为
她深深懂得“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
自苦寒来”的道理，不管是现在还是未
来，她都将勤耕不辍，尽她最大的心力
去教书育人，以实现她的人生价值。

横琴子期实验小学教师李熙：

教育是门艺术教育是门艺术

本报讯 记者王晓君 实习生杨薇报
道：连日来的潮湿闷热天气让很多人感
到苦恼不已，“在这样的天气中女性朋友
更应该多了解生活中的一些健康常识，
这样才能做个健康幸福的知性女人。”珠
海市人民医院横琴医院妇产科副主任罗
媛华从事妇产科工作多年，有着丰富的
临床经验，她就女性在夏季如何进行健
康护理，从专业科学的角度提出了一些
建议。

除了日常对自己身心进行细心护
理，定期妇科检查对女性健康也十分重
要。罗媛华建议，常规妇科检查项目应
该每年做一次，不宜超过2-3年，通常

需要做的有妇科常规检查、宫颈癌筛
查、盆腔彩超及乳腺检查等。在10-18
岁左右的青春期女性，由于中枢神经和
下丘脑、性腺及性激素靶器官处于逐渐
发育成熟的过程，可能出现如子宫异常
出血、痛经、月经不调等症状，因此未
婚女性也需根据实际情况，适时做妇科
检查。

对于日常健康管理，罗媛华建议：
“每日宜早睡早起，保证一定的睡眠时
间，保证午休。”同时还应加强锻炼，每天
坚持到空气清新的地方进行锻炼，有助
于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饮食要平衡，油
腻的菜肴可使人饭后产生疲惫现象，可
多吃一些富含优质蛋白的食物，以满足
人体在夏季因代谢旺盛而增加的蛋白质
需求，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既可中和体
内酸性产物，又可补充维生素。

女性在夏季如何进行健康护理？

湿热天气应注意“未病先防”

本报讯 记者王晓君报道：近日，珠
海市人民医院横琴医院在该院门诊广场
举办义诊活动，积极宣传普及眼健康科
学知识，提高人民群众爱眼、护眼意识，
助力全民眼健康水平提升。

据悉，此次活动特邀了澳门科技大
学教授张康带领团队，联合广东省护理
学会眼科护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珠海市护理学会眼科护理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程梅带领的团队共同参与。
义诊不仅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居民
提供视力检查、眼压检测、基础验光检
查、裂隙灯下眼前节检查、眼底检查等
专业检查，还现场根据患者病情制定相
应的治疗处方、赠送药品、开展眼科知
识咨询等。同时，横琴医院护理部联合
中医科、药械科还为参加活动的居民群
众准备了中药香囊及消暑凉茶等爱心
礼品。

“我妈妈有视物弯曲的情况，医生
说是黄斑病变，在别的医院住院往眼底
打了两次针还没好。这次听说张康教
授和团队一起过来横琴医院义诊，我特
意带着妈妈从老家过来检查咨询。”参
与活动的王阿姨对此次义诊活动表示

赞许。张康说：“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横
琴医院进行义诊，感受颇深，在有限的
义诊时间里，看了100多人，居民对眼科
检查及知识的需求量很大。通过此次义
诊的合作模式，我看到了合作区的医疗
发展前景，相信在横琴医院的大力支持
下，能够在合作区内努力发展出特色高
端的眼科专科，服务合作区的居民以及
澳门居民。”

同时，张康呼吁，眼病是全年龄段疾
病，为预防眼病，首先要“目”浴阳光。有
研究表示，每天2小时的户外活动，可以
预防近视发生；保证充足睡眠，让眼睛充
分休息也很重要，当眼部疲劳时，可以适
当热敷眼睛；当眼睛出现不适症状，建议
及时到正规医院就诊，确诊疾病要及时
治疗，避免延误病情。

整场活动共为200余名群众提供了
义诊服务，累计发放健康教育宣传册80
余份、爱心礼品80余份，义诊病种涵盖
干眼症、麦粒肿、白内障、青光眼、老视、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视网膜静脉阻塞、老
年性黄斑变性与小儿斜弱视等诸多眼科
常见疾病，医护人员用实际行动为群众
眼部健康保驾护航。

花海长廊的草地上，游客搭起露营帐篷，和亲朋好友一同亲近大自然，乐享闲逸舒适的假日时光。 蕉下客 摄

子期实验小学老师李熙。 本报记者 曾遥 摄

本报讯 记者刘雅玲报道：6月13日下
午，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金融发展局联合省
政府横琴办政法工作处，在横琴新家园社区
开展“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防范养老领
域非法集资宣传教育活动，提高长者风险防
范意识。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播放养老领
域防范非法集资宣传短片、派发宣传手册、
以案说法、闯关打卡、答题互动等多种形
式，普及《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讲解
养老领域非法集资表现形式和防范手段，
提醒长者要时刻警惕打着“养老服务”“健
康养老”等名义并承诺“高利息、高回报”的
非法集资活动陷阱，务必通过正规金融机
构理性投资和理财。

据了解，横琴新家园社区是全国首批
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开设了合作区最大
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本次活动共计发
放宣传资料300余份、摆放展板8面、为群
众提供咨询服务180余人次，通过向长者进
行集中宣传，进一步提升了长者的防骗“免
疫力”，从源头上筑牢了防非“防火墙”。

据悉，今年以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金融发展局通过不间断地深入开展防范养
老等重点领域非法集资宣传活动，全力拉
紧合作区防范非法集资安全网，护好长者
的“钱袋子”。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横琴新家园社区开展防范养老领域非法集资宣传活动

本报讯 记者张景璐 实习生余沁霖
报道：近日，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
学联合国际学院（以下简称“UIC”）开展
了以“高校校园与所在社区健康促进与
主动健康”为主题的研讨会。来自30多
所高校及相关机构的专家学者、学校健
康管理部门代表和学生代表以线上、线
下的方式参加。

该研讨会聚焦粤港澳大湾区高校促
进本地及周边地区学生健康的工作，从
多元角度探讨可行性经验和做法，推广
全民主动健康和“全人健康”理念，共设
一个专家论坛和五个分论坛，还设有学
生专场。

在研讨会现场，澳洲格里菲斯大学
环境和人口健康中心主任朱明若作了

“新时代新挑战——健康促进与可持续
发展的大学建设与全球健康”主题演讲，
她提倡将环境、卫生战略和可持续发展
联系起来，通过转化研究和能力建设，真

正运用好学术研究成果。
香港浸会大学体育、运动及健康学

系教授刘永松以“身体素质锻炼与主动健
康”为题展开演讲。“学龄前是培养孩子运
动能力的关键时期，对孩子未来的健康发
展有着深远影响。运动能力和认知能力
有密切联系，建议老师和学校可以调整课
程设置来锻练孩子不同的运动能力。”刘
永松说。当天，香港理工大学专业及持续
教育学院教授方玉辉、澳门大学教育学院
副院长孔兆伟等专家还围绕“大湾区高校
与健康推广”作了主题分享。

中国科学院院士、UIC校长汤涛表
示，高等院校对建设健康中国有不可替
代的作用。高校通过健康科学，不仅可
以促进师生健康，还可以提高社会和社
区的健康水平。他说：“学校非常重视学
生的身心健康，也鼓励同学们担任健康
大使。未来会将环保、人文、健康校园的
理念融入校园建设中。”

研讨会现场。 本报记者 吴长赋 摄

北师港浸大举行主题研讨会

搭建大湾区高校与社区交流平台

提高群众爱眼护眼意识

横琴医院开展义诊活动

横琴医院特邀澳门科技大学张康教授带领团队在合作区开展义诊。
本报记者 曾遥 摄

活动现场。
本报记者
吴长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