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7月30日 星期四
责编 刘浩华 梁艳珊
美编 邓渊博
美编助理 霍笑芬

D05 左邻右里

从医38年来，善用中医调

理疗法的李积土，曾帮助逾千

名不孕不育患者成为人父、

人母，在外享有“送子菩萨”的

称号。

据李积土介绍，曾接收过

一位经历8次自然流产的患者

张女士，最终在他的细心调理

下，成功怀孕产子。据了解，张

女士曾访遍省内外各大医院，

最终都未能如愿生育。后经人

介绍，张女士向李积土求诊。

“世事无绝对，只要用中医

把身体调理好，肯定有办法！”

了解到张女士由于长期精神压

力过大，导致身体出现各种病

症，李积土经诊脉后，嘱咐其需

静养身体，为孕育打牢“基础”，

“身体都不好了，如何能健康孕

育下一代呢？”经过李积土2个

月多的调理，最终张女士如愿

受孕并成功产下一子。“前几个

月她还带着儿子一起来道谢，

还说想试试能不能怀上二胎。”

对李积土而言，看着每一个病

人都能恢复健康的身体，就是

最好的回报。

“医生不是一份工作，而是

一份付诸终生的事业。”在李积

土看来，中医也是一份“快乐事

业”，能在服务每一个病人的同

时，驱散他们的忧愁，治愈他们

的身体，享受助人为乐的纯粹，

收获满满成就感。

而从李积土身上折射出的

光芒，是一种将悬壶济世、救死

扶伤当做医者的最高追求，从

“杏林春暖”到“大医精诚”，无

不体现着中医国粹的精髓，也

蕴含着新时代的“工匠精神”。

文/图珠江时报记者李阳

南海区第八人民医院有一项

早孕检查建册服务，为丹灶居民

或在丹灶居住工作的新市民提供

免费孕检服务，孕妈们可携带相

关证件到医院办理。

南海区第八人民医院妇产科

主任陈芳介绍，早孕检查可以让

医生掌握妈妈和孩子的健康情

况，如发现存在健康问题可及时

跟进治疗，“孕检期间将对孕妇进

行抽血检查，测量血压、血糖等一

系列相关数据，进而判断孕期营

养情况，医生将对其进行诊断并

提出建议，保证孩子和孕妇的健

康和安全。”

早孕检查建册是指孕妇在怀

孕13周前做的第一次全面诊断检

查，主要记录孕妇的基本信息、产

检情况、下次孕检时间等信息，检

查完成后会建立孕妇健康档案，

便于后期跟踪了解妈妈和孩子的

身体情况。通过早孕检查建册，

医院可对影响孕妇怀孕相关疾病

进行早期筛查，有助于医生及早找

寻应对方案，做到“早发现、早检

查、早确诊”。医院会通过检查，掌

握孕妇及胎儿各方面状况，并根据

检查结果给出相关专业指导意见。

接下来，丹灶镇卫生和计划

生育局与南海区第八人民医院将

计划不定期开展一系列宣传活

动，将公共卫生项目落实到村居、

企业等，提高市民对孕检的重视

程度。

翰林湖旁近4.9万㎡商住地块出让
丹灶大金智地配套再升级，进一步吸引人才集聚

近日，佛山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南海

分中心发出公告，丹

灶镇大金智地云峰路

南侧一地块的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将采用

网上挂牌方式出让。

该地块土地面积近

4.9万平方米，用途为

城镇住宅用地兼容零

售商业、批发市场、餐

饮、旅馆、商务金融用

地，起始价为 6.17 亿

元。

值得关注的是，

该地块西侧为2000亩

翰林湖生态农业公

园，周边还有美的翰

湖苑商住小区、有为

小学等。新的商住用

地建成后，有望推动

大金智地高端产业服

务区的配套再升级，

集聚更多智能安全产

业相关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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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宗地块公

告期自 2020 年 7

月22日至2020年8月10

日止；网上报价期限为

2020年8月11日8时30

分至2020年8月21日10

时止。竞买保证金为

1.234亿元，须于8月19日

17时之前到达佛山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南海分中心

指定账户。

地块容积率为2.0，起

拍价为6.17亿元，起拍楼

面价为6297元/平方米，若

扣除配建面积1130平方

米，起拍楼面价约为6370

元/平方米，地块开发投资

总额不低于39195万元。

即将出让的地块位于

大金智地片区，近年来该

片区发展速度非常快。其

中，翰林湖是大金智地片

区优质的环境配套。2014

年，丹灶镇整理近2000亩

的鱼塘和田地，高标准建

设翰林湖农业公园。建成

后，该公园受到游客的喜

爱，成为佛山的网红景点，

一众影视明星曾到此“打

卡”。

此外，该片区的产业

发展也进入了快车道。粤

港澳大湾区（南海）智能安

全产业园核心区就位于大

金智地，并于2018年成为

国家安全产业示范园区创

建单位，引入了佛山市南

海区公共安全技术研究

院、挪威船级社国际安全

评级学院、ThinkSafer本

质安全研究院、中保网盾

物联网安全研究院等机

构，60多家高成长科技企

业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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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金智地的配套升级项目

不是个例。近期，许多与教育、交

通等相关的民生工程在丹灶启

动。随着一系列基础设施的建

设，丹灶镇的区位正发生变革。

教育配套方面，位于大金

智地片区的有为小学，以省一

级标准建设，2017 年启动招

生。在建项目南海中学实验学

校，是南海少有的12年一贯制

公立学校，实现小、初、高一站

式配齐，计划2021年9月前完

成建设并启动招生。此外，国

内首个氢能职业院校氢能学院

项目，计划总投资18亿元，也将

在此落户。

医疗配套方面，南海人民

医院新院区目前正在建设中，

与丹灶中心城区仅5分钟车程，

预计今年12月建成投用。

交通设施方便，根据近期

信息，广佛新干线及西延复合

通道工程、季华路西延线工程、

南海中线公路工程等正在加快

建设，三条快速路都将接通丹

灶。加之早已建成通车的桂丹

路，丹灶镇将形成对外路网“四

龙出海”新格局，20分钟即可到

达广州内环。

此外，南海区计划投资24

亿元的丹灶轨道交通项目已经

启动研究，在南海医院线路的

基础上，进一步启动研究向丹

灶延伸，建设南海人民医院新

院区至仙湖入口的桂丹路沿线

轨道交通，使丹灶进入轨道交

通时代，实现与千灯湖的互联

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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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位变革可以和

城乡发展相互影响、良

性循环。随着民生设施的不

断加码，丹灶人才集聚效应也

在不断显现。

近年，丹灶镇崛起氢能产

业、智能安全产业两大新兴产

业，人才结构出现变化。今

年，佛山仙湖实验室启动建

设，该实验室承担先进能源科

学与技术广东省实验室佛山

分中心建设任务，是佛山继

季华实验室后第二个省实验

室，也是国家实验室“预备

队”。截至今年4月底，实验

室已签约进驻院士3人、特聘

专家1人等领军人才6人、教

授20多人。

而在整个丹灶区域，也

已经有5个院士项目落户，包

括国内罕见的院士亲自承担

企业法定代表人的高新科技

项目。

南海八院中医科主任医师李积土：
提前半小时到岗 日均看诊过百人

所谓“工匠精神”，就是不将工

作当成赚钱工具，而是树立一种对

事业的执着，对所做的事情和生产

的产品精益求精、精雕细琢的精神，

并代代相传。而作为医护人员，更

是要把悬壶济世、救死扶伤当做行

医一世的最高追求，南海区第八人

民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李积土就是

这样一位医者。他从医38年，日均

看诊过百人，患者遍及五湖四海，与

推门而入的病人结为“老友”，将中

医当成一份“快乐事业”。

成为病人的老友
李积土是广东连山瑶族人，

受成长环境影响，他从小就有一

个成为中医师的梦。“我的家乡在

大山里，小时候如果有人想到县

里看医生，除了步行几十公里

山路，别无他法。”李积土回忆，

所以瑶族人会依靠祖祖辈辈流

传的各种偏方，应付各种小病

和皮外伤。

儿时跟随祖辈的脚步进山

采药治病，成为李积土与中医结

缘的“初体验”。成为一名中医师

的梦，也在那时扎进他的心里。

1982年，李积土卫校毕业后被分

配到清远市连山县人民医院成

为一名中医，终遂儿时夙愿。

1993年，李积土作为“特色

人才”被引进，来到南海区第八

人民医院的前身——丹灶医院，

继续从事中医门诊。由于他深

通中医医理，擅用“经典药方”，

让不少患者“花钱少、疗效好”，

名气渐渐传开，成为医院中医科

的“活招牌”，不少人专程从外地

赶来求诊。

多年来，李积土一直保持着

每天提前半小时到岗的习惯，只

愿为更多患者把脉问诊，发扬中

医事业。“最近还有没有去抓鱼，

三伏天室外气温比较高，注意避

暑祛湿。”面对每个推门而进的病

人，李积土都会以微笑相迎，“除

了‘望闻问切’，还需要付出关心

和爱心，才能将病情问得清楚。”

李积土认为，能让病人“痛

苦地进门，开心地出门”才是医生

应该做的事情。行医多年，李积

土与不少患者成为“老友”，每次

问诊都成为好友间的叙旧。在他

看来，这就是最和谐的医患关系。

中医是一份快乐事业

早孕建册好处多
还可享免费产检

南海八院推出早孕检查建册服务，孕妈们可携带相

关证件到该院办理

文/珠江时报记者吴玮琛通讯员叶敏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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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早孕建册？

早孕建册是指在怀孕13周前到妇幼相关机构或医院产

科门诊进行早期的相关产前检查，接受医生对怀孕期的健康

知识宣教及相关检查指引，早期建立孕产妇保健手册，最大

程度保证孕产期安全。

●建册的好处

好处一：专属档案，保健更科学。这是每一位孕妈的专

属档案，实现孕期全动态管理。

好处二：母婴安全，风险早预防。早建册还能尽早发现

妊娠期母婴风险，早诊断早干预。

好处三：产检服务，费用也全免。早孕建册全免费，还可

享受5次孕期产检，总价值580元。

●建册需携带资料

夫妻双方身份证原件；

早孕B超单（可证明宫内活胎），有孕前优生筛查报告单

的，建册时亦应携带到场；

生育登记证明；

办理地点：南海区第八人民医院（原丹灶医院）。

■■行医多年行医多年，，李积土和不少患者早已成为老友李积土和不少患者早已成为老友。。

■■出让地块周边配备了优质教出让地块周边配备了优质教

育资源育资源。。图为有为小学图为有为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