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马涛报道：记者8月
22日从珠海农控集团获悉，为切实提
升珠海大道形象，为深化全国文明城
市建设增光添彩，近日，珠海农控集
团下属粤华园林公司按照珠海市城
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的安排部署，对
珠海大道路段进行环境专项整治，为
全市人民营造更加舒适优美的城市
生活空间。

据介绍，自今年7月份以来，粤华
园林公司全力以赴，主动开展道路卫
生死角专项整治工作，在做好充足道
路安全指示与施工牌摆放等工作后，
组织员工开展桥下等地杂物清理及保
洁工作；同时对地下人行通道进行全
面冲洗保洁，加强卫生清洁力度。

针对珠海大道南屏段开展专项整
治行动，对人为损坏和交通事故所造
成的绿植损坏进行补种，全面排查清
理珠海大道沿线枯死夹竹桃，并及时
进行复绿。

在珠海大道金湾路段，粤华园林
公司严格遵照相关标准，在保质保量
完成日常绿化、环卫管养工作的同时，
扎实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管
养部门划分工作队伍，根据具体工作
内容安排对应的工作，如高压冲洗车
队每日对人行道、人行天桥、绿道、公
交站台等进行深度冲洗，保障道路洁
净与行车安全；护栏清洗队定期对道
路上白色栏杆进行清洗保洁；绿化员
工加强巡查，对路旁绿植的低垂枝和
干枯枝进行修剪，消除安全隐患，确保
行人与来往车辆的安全。

针对珠海大道部分位置的局部外
墙体出现涂层剥落的现象，迅速组织
员工对该墙体进行修复，加装扣板。7

月份，环卫员工对金湾路段的人行天
桥底、围墙角落等地进行卫生大整治，
彻底消除脏乱“黑点”。同时，对全线
的果皮箱内胆和外门进行检查更换，
并进行常态化清除“牛皮癣”工作，保
持城市美观整洁。

深化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是一
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随着文明城市创
建活动不断推进，一张张“城市名片”
被擦亮。粤华园林公司在保障市属公
园和珠海大道干净整洁、有序安全的
同时，广泛宣传营造浓厚的深化文明
城市建设氛围，引导群众担当文明城
市的参与者、倡导者、践行者，携手共
建共治共享美好家园。

扮靓城市颜值 擦亮城市名片
粤华园林公司对珠海大道进行环境整治

“广东好人”高健：

看到学生成长就是最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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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帆

这个暑假，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
院电子专业带头人、教授高健，并没有
闲下来。他不仅要忙于备课下学期的
课程，还要忙着指导学校年轻老师备
赛国家职业技能竞赛。

高健就是这么一位“停不下来”的
人，作为珠海职业教育的拓荒牛，他在
教育事业中总是全身心付出，让身边
人深受感动。去年，他被评为2021年
第三季度“广东好人”。

全心奉献给教育事业

1982年开始参加工作的高健，是
一位爱闯荡、拥有丰富人生阅历的
人。来珠海前，他是一名职业教育与
培训工作者。1994年，受珠海经济特
区建设热潮的吸引，高健告别家乡南
下珠海，加入到特区建设大军中。

来到珠海后，他在国企当过工程
师、在民企当过业务经理、在外企当过
总经理助理，但“走了一圈”后，他最终
发现，自己最热爱的始终是教育事业。

经过公开招聘、多关考核，他重新
回归教师岗位，成为珠海市工业学校
的一名教师。2004年，珠海市政府筹
建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高健作为
建校筹备办公室成员，最早参与了学
校规划设计与选址勘察工作。

在这期间，他全力付出，经常与规
划设计人员起早摸黑，奔走于乡间和
山岭中，几乎跑遍了珠海的山山水水。

受当时各种条件限制，建校之初
条件艰苦，但是高健毫无怨言，经常加
班加点，一心投身到学校建设和教学
之中。

建校后，高健作为电子专业首位

主任，组建教学团队，带领教师开发课
程、说课评课、参赛参训，教学成果突
出，使电子专业成为学校重点专业，继
而成为广东省高职教育重点专业。

担任实训中心主任期间，他创建
了学校第一个实训基地，并成功入选
为广东省首批高职教育实训基地。担
任教学科研处处长期间，他大胆改革，
完善教学管理制度，加强教学质量管
理，有效提升教学质量。

从教多年，高健累计主编教材4
本，发表论文20余篇，完成省市课题
4项，建设省级精品课程1门，取得国
家专利7项，获珠海市科技进步二等

奖1项。高健曾获得“南粤优秀教师”
“珠海好人”“珠海市先进教育工作者”
“珠海市先进教师”“珠海市科普先进
工作者”称号。

全力照顾好患病妻子

高健在学校是一位好老师，在家
也是一位好丈夫。2014年，正当他全
身心投入教学工作时，妻子突然被检
查出患上肺癌，治疗过程中又突发大
面积脑梗，瘫痪在床。经过治疗，妻子
病愈出院，但留下后遗症，被诊为三级
残障，生活不能自理。

突如其来的打击令高健悲痛欲

绝，但他坚强支撑，在一边悉心照顾
爱人的同时，一边继续承担专业带头
人的教学重担。他的爱岗敬业，他的
无私奉献，感动了身边的每一位同
事。

对于获得“广东好人”荣誉，他
总是说自己所做的，只是平常事
情。“一辈子就是这么做下来，一直
不觉得自己做了什么壮举，越当老
师，就越喜欢这个职业，看到学生不
断成长，我也找到了自我价值。”高
健说，所做的事，能对学生有帮助，
能对学校、对社会有价值，那就是一
生最大的成就。

□本报记者 宋雪梅

一直以来，珠海高新区在深化全
国文明城市建设工作的进程中，不断
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文明守护者”，
他们勇担当、敢作为、乐奉献，是文明
城市的见证者、受益者，更是参与者、
守护者。

在珠海高新区（唐家湾镇）卫生院
就有这么一名“文明守护者”——全科
医师陈鹏。从医26年的陈鹏主动放
弃三甲医院的工作，专注研究中医，从
事慢性病干预治疗工作；他24小时待
命候诊，守护居民身心健康；业务上他
精益求精、任劳任怨，多次被评为“院
先进工作者”，受到当地群众的尊敬。

潜心研究中医“医”心向群众

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陈鹏曾经负
责医治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面对很
多被慢性病折磨的病人，他在尽心治
疗的同时也为他们惋惜：“我提醒过很
多患者要小心中风，如果不重视，一旦
中风就来不及了。”

古语云：“上工治未病，不治已
病。”陈鹏想把治疗“走在前面”，用中
医理念提前引导患者做健康干预，防
治未病。

2005年，陈鹏来到珠海成为一名
基层医生，参加广东省全科医师转岗
培训后，开始研究中医。他研读相关
教材，到处拜师学习，在中医学习的道
路上步履不停。十几年间，陈鹏先后
在多个社区的卫生服务站任职。

2018年，陈鹏来到高新区（唐家
湾镇）卫生院担任主治医师，为淇澳和
东岸两个社区居民的健康保驾护航。
他运用中医理念干预患者慢性病，通
过中医推拿、按摩，患者康复效果显
著。“国家越来越重视全科医疗，广东
走在最前沿，开展中医治疗的环境非
常好。”陈鹏表示，他要做好社区居民
的健康“守门人”，尽力让居民“不得
病”。

24小时坐班 奋战抗疫一线

基层医生的工作繁杂琐碎，陈鹏
始终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他的手机

保持24小时畅通，对居民的求助随叫
随到。今年以来，在严峻复杂、反复波
动的疫情面前，他从不退缩，主动奋战
抗疫一线，防控点测体温、居家隔离人
员管理、核酸检测、重点人群转运、封
控区保健医生、宣传疫情防控知
识……哪里有需要，他就去哪里。

今年3月，东岸社区某小区居民
楼被划定为封控区。陈鹏陪居民一起
隔离，为他们采集核酸、保障健康。部
分居民心态焦躁，他不厌其烦地解释、
安抚。

7月11日晚，接到采集核酸的任
务已是深夜10点多，陈鹏紧急赶往封
控区参与采样工作，当天采样近三百
人，持续到凌晨两点钟。这样高强度
连轴转的工作持续了一周，每天连续
工作十几个小时，用实际行动弘扬了

“敬畏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
无疆”的卫生健康崇高精神。

朋友般耐心治“聊”居民心病

“一个健康的人，既要有健康的身
体，也要有健康的心理。”陈鹏在日常

的治疗中发现，心病影响身体健康，
精神问题会危害家庭和社会，都可以
进行早期干预。2018年，他参加广东
省精神科医师转岗培训后，做起社区
居民的心理医生。

婆媳关系、孩子教育、更年期情
绪不稳定、老年人抑郁症……通过与
居民聊天，他能准确发现对方的症结
所在，及时进行心理疏导。

“我告诉他们，‘我不是医生，是
你的朋友。’他们很喜欢和我聊天。”
陈鹏的“话疗”收效显著，居民心情
缓解了、血压不高了。接下来，他打
算在合理饮食、科学减重上悉心研
究，在居民中大力普及健康饮食理
念。

多年深耕医学领域，陈鹏以高
超的医疗水平和耐心的医疗服务，
收获了社区居民的好口碑，并获
2020年度“珠海市好医生”及 2022
年第一季度“珠海好人”称号。陈鹏
说：“穿上这身白大褂，我们面对的
就是生命。要把工作干好，敬畏生
命。”

基层医师24小时在线

陈鹏：甘当社区居民健康“守门人”

本报讯 记者廖明山 林琦琦报
道：疫情期间勇敢“逆行”、常年参加志
愿者活动、教育孩子奉献社会……珠
海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发热门诊负责人
张继红和丈夫汤天军，两人陪伴彼此
从医学生成长为为人民生命健康奋战
一线的医生，他们用真心、爱心、同情
心呵护每一位患者。张继红家庭被评
为珠海市2021年度“文明家庭”“最美
家庭”。

内科教研室主任、发热门诊负责
人、党员，多重身份让张继红常常忙得
不可开交。在发热门诊，她按照诊治
规范及流程，检查治疗留观患者，经常
一通忙碌下来，防护服里的衣服早已
湿透，护目镜内也由模糊逐渐结出了
水滴。下班清洗消毒之后，经过门诊
大厅，看到神色紧张前来就诊的患者，
她时常顾不上休息，戴上志愿者袖标
就前去帮忙、引导、安抚就诊群众。由
于工作出色，她曾被评为“珠海市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新冠病毒核

酸采样检测先进标兵”“珠海市优秀共
产党员”等。

与妻子张继红琐碎又繁重的忙碌
相比，作为珠海一所门诊部主任的汤

天军，肩上的担子也不轻松。他既要
在封闭场所为所有服务对象做好健康
服务，又要确保做好日常疫情防控工
作。每当疫情“风吹草动”，汤天军就

“闭关”，坚守岗位不回家。夫妻俩在
各自的岗位上，共同守护着人民群众
的生命健康。

“做医生要有奉献精神。”尽管日
常工作忙碌，张继红与汤天军仍然
热心志愿服务。为了让更多人了解
急救知识，在相关培训中，张继红多
次示范“海姆立克”急救法、心肺复
苏等具体操作。此外，夫妻俩还时
常参加义诊志愿服务，为市民普及
健康知识。

作为医生家庭的孩子，儿子小汤
早已习惯了张继红和汤天军忙碌的状
态。在小汤读幼儿园的时候，他经常
随着父母到医院上夜班，上学放学也
很少能“享受”到父母亲自接送的“福
利”。

言传身教，润物无声。如今，小汤
已经是一名高中生，在父母潜移默化
的影响下，他把医生作为自己日后的
职业目标。“我要像爸爸妈妈一样，以
救死扶伤为己任，在帮助他人的同时
实现自我价值。”

张继红一家，是众多医务人员家
庭的代表，他们坚守岗位、默默奉献，
用责任和担当守护着身后千千万万个
家庭，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文明家
庭”“最美家庭”的深刻内涵。

珠海市“文明家庭”“最美家庭”张继红一家：

仁心传承 默默奉献勇担当

张继红家庭。 受访者供图

高健耐心指导学生进行实训操作。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讯 记者马涛报道：“龙兴市场
升级改造完成了，环境更好了！”8月28
日，在吉大街道竹苑社区不少业主群
里，关于“龙兴市场焕然一新开门迎客”
的消息持续刷屏。记者从珠海农控集
团下属市场集团获悉，经过了三个多月
改造提升，龙兴市场以崭新的面貌正式
开门营业。据了解，该市场的升级改造
工程是今年省重点民生项目。

旧市场升级改造“颜值”大提升

走进龙兴市场，迎面而来的变化
让人倍感惊喜：简约港式的现代装修
风格、整齐划一的门头、井然有序的摊
位分类、整洁干净的市场通道、科学合
理的功能分区，与改造前地面坑洼
不平、采光不足、设施残旧的市场形成
强烈对比。

龙兴市场属于珠海农控集团下
属市场经营集团旗下市场，市场位
于拱北迎宾南路，处于珠海两大纵
横主干道（迎 宾 路 与 九 洲 大 道）交
界，周边小区众多，辐射受众过万
人。市场主体五层，农贸市场集中

在一楼，也是本次升级改造对象，面
积约800平方米。

改造后的市场麻雀虽小，五脏俱
全。一眼看过去，蔬菜、鲜肉、海鲜、熟
食、冻品、干货等一应俱全。本次升级
改造后还扩大了干货及副食品的经营
面积，引进了实力强大的企业，为周边
居民提供国内知名品牌及国外进口的
优质食品、调味品。

安装智慧系统 市民购物更舒心

值得一提的是，市场所有电子秤式
样一致，且每个摊位正上方均悬挂有电
子显示屏。据市场管理人员介绍，本次
升级改造后的龙兴市场重点引入了智
慧农贸系统，目前设备仍在调试，后续
将通过显示屏展示经营户信息、指导价
格，同时消费者还可通过智慧系统进行
产品溯源。

“在本次升级改造中，我们不仅对
市场环境进行提升美化，而且更注重消
费者的购物体验，后期智慧系统运作起
来将会让市民购物更舒心、便利。”市场
负责人介绍道。

珠海农控集团下属市场集团龙兴市场升级改造完成

环境变好了 购物更舒心

龙兴市场以崭新的面貌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购物体验。本报记者 吴长赋 摄

管养人员在修剪珠海大道的绿植。
本报记者 吴长赋 通讯员 张璇 摄

本报讯 记者廖明山 林琦琦报
道：8 月 28 日，“剪绘美好 乐享非
遗”——2022珠海市文化文艺志愿服
务活动在斗门区青少年宫内举行，吸
引了40多名手工爱好者参加，让大家
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文化之美、陶冶
心灵之美。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团市委、市青
志协、团斗门区委主办，市青志协第四
组承办，是珠海共青团系统助力深化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的重要举措。

活动邀请了三灶剪纸传承人陈洁荣
为手工爱好者带来中国剪纸文化科普和
剪纸手工体验，向学员们展示了惟妙惟

肖的剪纸技艺，获得了学员们的一片赞
叹。在爱好者的巧手和老师的细心指导
下，一幅幅精美的剪纸跃然眼前。

活动汇聚了三灶剪纸非遗传承人
的精品佳作，还有将非遗技艺融入当
代艺术的创意手工作品，既具有浓郁
的珠海特色和传统韵味，也融进了湾
区文化，展现非遗文化在新时代的思
考与创新。手工爱好者李同学说：“这
些非遗文化的韵味是无法替代的。今
天跟大家一起体验了三灶剪纸，小小
的红纸通过折叠就能剪出各种各样的
图案，十分有趣。”

团市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活
动以非遗创作为主题，通过开展非遗
工艺制作体验，引导大家参与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共同追溯文化源流与
历史纽带，增强文化记忆，提高群众参
与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积极性。

2022珠海市文化文艺志愿服务活动举行

引导人人参与保护非遗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