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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帆 见习记者陈怡
蓁报道：近日，井岸镇鸡咀村村民罗维
书一家迎来了一件喜事，他们家被评
为2022年斗门区农村“十星级文明
户”，这让罗维书和妻子潘新连脸上挂
满笑容。罗维书和妻子潘新连结婚多
年，家庭生活幸福美满。在他们的教
导下，三个儿子都在不同领域发光发
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罗维书的大儿子罗香炬，学医
多年且取得了医师执业资格，大学
医科毕业后回到村里。在村中，他
发挥自己的专长，帮助村民调理身
体、给村民提供治疗慢性病的建议
等，尽心尽力为村民解决他们在医疗
卫生方面遇到的问题。现在，罗香
炬在村里担任村委会副主任一职。

罗维书的二儿子罗香金曾在部队
服役8年，服役期间立下两次三等功、
一次二等功，获得军人优秀奖、士官人
才奖。如今，他任职井岸镇专职消防
队指导员，换个赛道继续保护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

受哥哥影响，罗维书的三儿子也
怀着满腔热血进入军营，今年是他服
役的第17年，现在他正在新疆服役。

三个孩子都发挥自己的能力，去
服务社会、服务人民，这让罗维书和潘
新连倍感欣慰。而这样幸福美满的生
活，与他们给孩子塑造的良好家庭氛
围和对孩子的耐心栽培密不可分。

结婚多年，罗维书和潘新连相濡
以沫、风雨同舟，如今也恩爱依旧，让

孩子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爱意的家庭
中。在栽培孩子的过程中，他们始终
保持耐心，对于孩子作出的人生抉择，
他们也一直给予支持和帮助。

前些日子，大儿子罗香炬从鸡咀
村村委会领回“十星级文明户”匾额，
并在一家老少的共同见证下，把匾额

挂在家门前。“获得‘十星级文明户’，
对我们家来说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
肯定，我们会继续遵纪守法、友善邻
居、和睦家庭，争取做得更好。”罗香炬
表示。

据了解，“十星级文明户”中的十
颗星分别代表爱国爱家、遵纪守法、尊

德守礼、孝老爱亲、健康生活、勤俭奋
斗、诚实守信、崇德尚学、热心公益和
移风易俗。截至目前，斗门区农村

“十星级文明户”在全区行政村中，创
建覆盖率已达100%。未来，斗门区
将根据每户家庭的实际情况动态增
减星标。

穿上白大褂、拿起听诊器，他是一
名急诊科医生，和时间赛跑，救死扶
伤；脱下白大褂、拿起手机，他是一名
医学科普博主，为健康护航，大爱无
疆。他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密云医院
急诊外科医师高巍，“医路向前”公益
培训团队创始人。

救死扶伤 与时间赛跑

早上8:00，高巍刚接待完一批急
诊病人，突然接到抢救室打来的电话，
便飞奔过去加入重症患者的抢救。

在重症抢救区，医生和护士来回
穿梭。时间就是生命！在这里，医生
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最正确的决
定，对急、危重病人实施最有效的抢
救。为了应对紧急情况，高巍的手机
24小时开机，深夜急诊更是家常便饭。

急诊科的工作虽然很忙，但高巍
说特别喜欢这份工作，因为在这里可
以第一时间挽救患者的生命。“做医生
不是为了追求物质利益，而是为了这
份职业信仰。无论身处何样的危难时
刻，作为医务工作者，我都要守住这种
信仰。”

高巍在急诊科已工作14年，在这
里他是救死扶伤的“高医生”。而在网
络上，他是一名“网红”医生，他称自己
为“巍子”。

打造科普精品 倡导健康生活

2017年，高巍在急诊工作之余，

创立了名为“医路向前巍子”的自媒体
账号，为公众科普疾病和急救知识。
一开始，高巍并不知怎么写才受欢迎，
只能翻翻书本，写出来的科普文章晦
涩难懂，只有几十的阅读量。后来，他
发现朋友特别爱听他讲故事，于是转
换了写作思路。

经过摸索，高巍发现，写自己工作
经历和感受的文章最受欢迎。他尝试
将急救知识和故事结合起来，文章的
阅读量也从几百涨到上千万。其中一
篇记录急救经历的原创文章，通过日
常生活中两个案例，让大家了解了被
蜜蜂蜇伤后，局部应如何处理的知识，
并强调出现全身过敏反应后，及时
就近就医的原则，获得了过亿的阅读
量。

除了文章，高巍还利用直播、视频
等方式进行科普。从儿童异物卡喉咙
的急救方法，到缓解腰部疼痛的小妙
招，这些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小知
识，他都能娓娓道来，用户也会留言自

己的健康困惑。
“看了巍子的文章和视频可以救

命。”这是很多网友发出的感慨。据可
查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高巍的科普
已间接挽救了133条生命。

在高巍帮助的对象中，一个案例
令他印象深刻。那是一位来自广西的
母亲，专程坐火车来北京当面感谢
他。原来，她的孩子曾经不小心被卡
住喉咙，她用高巍在网上发布的海姆
立克急救法救了孩子的命。

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也更坚定
了高巍做科普的想法：“科普是医生救
人的另一种途径。我做急诊大夫和医
学科普都是服务老百姓，让百姓受益，
是我的目的。”高巍说，光靠一个人的
力量总归有限。最欣慰的是，在疫情
期间，很多医生找到并告诉他，在“巍
子医生”的影响下他们也做起了医学
科普视频，这让他们觉得很有意义。

在急诊一线救助人和用视频科普
的方式帮助人，两者最大的区别是什

么？“一个是挽救于危难之际，一个是
防患于未然；一个是治果，一个是治
因。”高巍给出这样的答案。

“做有情怀的医生，写有温度的
科普”，这是高巍在短视频平台上写
下的简介。近几年，高巍组织的“医
路向前”公益培训团队讲了300余场
公益的急救课，全网粉丝累计达到
3000余万，网络文章、视频、直播等内
容在全网总点击量达200亿。

高巍还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服务
乡村振兴，通过下乡问诊，把医学科
普推向农村基层，从而帮助更多的
人。 （文/图：中国文明网）

“网红”医生高巍：

温情科普惠民众 医者大爱暖人心

本报讯 记者廖明山 林琦琦报道：
为进一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好家
风好家训，推动形成家庭文明新风尚，
在中秋佳节到来之际，9月4日，市妇联
组织开展创建文明家庭系列活动——

“喜迎二十大 传承好家风”主题宣传教
育暨“我们的节日·中秋”亲子活动。近
50组家庭参与活动，共同营造文明健
康、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活动中，市文明家庭、最美家庭代
表分享了他们的家庭事迹，以亲身经历
生动诠释了“文明家庭”“最美家庭”的
深刻内涵，既有平凡岁月里的坚守，也
有为创造美好生活的奋斗，传播了家庭
文明正能量，引导现场家庭重视家庭文
明建设。

揉面团、搓饼皮、做馅团、压模成
型……现场还设置了月饼制作环节，家
长和孩子们共同学习制作月饼，才一会
儿工夫，一个个精致饱满的月饼就呈现
在桌子上。“今天在这里和孩子一起做
月饼，感觉传统节日的氛围更加浓厚
了，拉近了我们与孩子的距离，也更了
解孩子的想法和需求了。”参与活动的
王女士告诉记者。

据悉，由市文明办、市妇联联合开
展的2022年珠海市创建“文明家庭”、寻
找“最美家庭”系列活动已于今年6月启
动，将于10月截止，将推选出50个“文
明家庭”“最美家庭”，大力弘扬遵德守
礼、敬业诚信、绿色环保、热心公益的家
庭美德、时代新风。

本报讯 记者刘雅玲报道：在传统
中秋佳节即将到来之际，为了让困难群
众切实感受到社会各界的温暖和关怀，
9月3日，珠海市关爱协会携手多家会
员单位开展“迎中秋 送关爱”慰问活
动，向斗门区36户困难家庭分别送上节
日慰问。

本次慰问活动以分组上门走访的
方式进行，各慰问小组分别来到困难群
众家中，向他们送上慰问金、慰问品及
节日的祝福，将温暖与关爱送到困难群
众的心坎上。走访过程中，慰问人员每
到一户都与困难群众面对面交心交谈，
仔细询问他们的生活状况及存在的困

难，鼓励他们保持积极乐观的生活态
度，努力克服困难，把生活过得越来越
好。“感谢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爱，收到
节日礼物我们感到很开心、很温暖。”一
名受助家庭人员感叹道。

值得一提的是，当天市关爱协会还
联合珠海市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斗门区
民政局开展了“共相伴 童成长”中秋慰
问百名儿童公益活动，向100名困境儿
童送上月饼、牛奶以及节日的美好祝福，
让他们度过一个温馨快乐的中秋节。

“本次活动得到了会员单位的积极
响应，短短几天就筹集了4.7万元款物，
除了给生活困难的家庭送上物质帮助，
更希望带给他们精神上的慰藉。”市关
爱协会会长崔云表示，协会往年开展的
中秋慰问活动以敬老院集中慰问为主，
今年主要以慰问乡村困难群体为主，用
实际行动关爱他们，让他们度过一个幸
福美满的中秋佳节。

本报讯 记者宋雪梅报道：9月4日，
唐家湾镇人民政府、金峰社区党委、金峰
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联合珠海市京工爱心
公益服务中心在金峰社区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举办“情暖童心，月满中秋”“民生微
实事”中秋节主题活动，让群众在喜迎中
秋佳节中认知传统、继承传统、弘扬传
统，增进爱国主义情感，营造文明祥和、
欢乐喜庆的节日氛围。

活动以一首贺中秋的诗文朗诵拉开
序幕。通过讲师和志愿者的讲解和介
绍，在场的亲子家庭感悟中秋情怀，结合
中秋节的来历和民间习俗，大家共话关
于中秋节的故事和传说。

中秋吃月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
化，制作手工月饼更能切身感受节日的
浓厚氛围。活动设置了亲子动手做月饼
环节，和面、包馅、压模……通过一个多
小时的努力，一个个精致的月饼在大家
的手中诞生了。“以前只吃过买来的月

饼，自己亲手做的月饼味道一定特别
好。”“能和爸爸妈妈一起制作月饼，觉得
很幸福也很有成就感。”社区小朋友纷纷
表示。

在等待月饼烘焙的过程中，志愿者
与亲子家庭体验制作中秋灯笼。孩子们
纷纷发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在彩灯上
写上祝福语、绘上图案。在“灯谜猜猜
猜”活动中，亲子家庭拿起灯谜卡片仔细
研究，孩子们在老师的引导下开动脑筋，
积极猜谜，现场节日气氛满满。活动尾
声，社区亲子家庭一同将新鲜出炉的月
饼分享给金峰社区防疫志愿者，向他们
送去爱意满满的中秋祝福。

据悉，金峰社区通过“情暖童心，月
满中秋”系列活动，鼓励家长和孩子讲述
中秋故事、中秋习俗，引导小朋友和家长
了解中秋节的来历及典故，传承传统文
化，同时持续推进和谐社区建设，提升居
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唐家湾镇金峰社区举办“情暖童心，月满中秋”活动

亲子巧手做月饼 赠予防疫志愿者

本报讯 记者康振华报道：8月 29
日，拱北街道关闸社区党委、关闸社区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珠海市阳光时代慈
善会党支部联合关闸社区青年突击队
在关闸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举行“启航”
志愿服务青年突击队成立仪式，该服务
队十多名志愿者汇聚一堂，学习志愿服
务经验，提升志愿服务能力。

活动中，社工向青年志愿者介绍了
“民生微实事”关闸社区“左邻右里”社
区赋能融合治理项目，并动员青年志愿

者们在日常生活中去了解、发现、挖掘
社区有特长的青年人，邀请他们加入关
闸社区“启航”志愿服务青年突击队，通
过志愿活动开展，为社区发展助力，为
社区居民服务。

志愿服务青年突击队的成立，标志
着关闸社区志愿服务工作正在朝着组
织化、规范化、品牌化发展。下一步，关
闸社区将不断推动青年志愿活动向纵
深发展，提高社区志愿队伍服务水平，
推进青年志愿服务取得实实在在的效
果，并大力宣传涌现出来的各类典型，
扩大青年志愿者服务的社会知名度和
美誉度，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志愿服务工
作，让青年志愿者成为新时代文明发展
的生力军。

“启航”志愿服务青年突击队成立
提升社区志愿服务能力和水平

本报讯 记者刘雅玲报道：为倡导
尊重自然、爱护自然的绿色价值观念，
构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
系，同时提倡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
活方式，9月3日上午，香洲区义工联
开展“关注生态环境保护，人与自然和
谐共处”净滩环保志愿活动，组织150
名志愿者为守护美丽海岸线贡献一份
力量。

当天，海滨泳场至海天公园一带
的沙滩上人头涌动，粉红色的马甲点
缀着黄色的沙滩，为清晨的海边增添
了活力的气息。150名志愿者分成
10个小组，分布在海岸线的不同区
域，清理沿途的垃圾。现场不少青
少年志愿者动作娴熟，弯腰捡拾垃
圾，归类放进垃圾袋，装满后立即打

包，投放进相应的垃圾桶……“女儿
从小就跟着我一起参加志愿活动，已
经算是‘老义工’了。”一位志愿者家
长笑道。

在清洁海滩的过程中，青少年们
还学习到了垃圾分类和海洋保护知
识。“废弃塑料袋属于不可回收垃圾，
如果海洋生物误食或者被缠住，对它
们是非常危险的……”一位志愿者手
里拿着刚捡起的塑料袋，给小组内的
青少年们讲解。

本次活动以实践与理论相结合
的方式，让青少年们深刻意识到垃圾
对海洋和海洋生物的危害，加深他们
对环境保护重要性的认识。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加入到志愿者行
列，香洲区义工联在宣传环境保护意
识上持续发力，围绕垃圾分类、水资
源保护、森林防火等主题，结合青少
年特点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
志愿服务活动，将绿色的种子播撒到
他们心中。

关注生态环境保护 守护美丽海岸线
150名志愿者参与净滩环保志愿活动 家长和孩子共同制作月饼。 本报记者 程霖 通讯员 陈健煌 摄

花好月圆话家风
市妇联开展“传承好家风”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关爱群众 情暖中秋
市关爱协会举办“迎中秋 送关爱”慰问活动

罗维书和孙女。 本报记者 何锬坡 陈庆洋 摄

志愿者在情侣路沿线清理垃圾。 本报记者 吴长赋 摄

高巍正在为病人检查身体。

高巍在个人自媒体上作医学科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