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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4 生活服务

在西樵山南门环山花

海中段路，拾级而上，山路两

旁绿树成荫，微风送爽，怡然

舒服，若在雨季下雨过后还

能邂逅云岩飞瀑。经过云岩

古寺新建的观景平台可俯瞰

“世间少有的美景、良性生态

循环的典范”桑基鱼塘和城

乡片区，万亩鱼塘水网交织，

桑塘连片。

沿着步道还可来到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

燕岩，眼前清晰可见的采石

遗迹，让你不得不惊叹于明

代采石场遗址的壮观。沿路

上，经过全山空气负离子含

量最高的天然大氧吧九龙

岩，沿着九龙岩木栈道漫步，

两旁古藤树木随处可见，奇

形百态，引人注目。

西樵山南门步道作为

游客可选择的登山入口之

一，融合花海、地质文化与古

采石场文化元素，意在重现

当年采石古道风姿，寻觅采

石、运石的遗迹，是全山最具

观赏性的步道，也是深化西

樵山作为广东省中小学生研

学实践教育基地的建设，打

造具有西樵山特色的森林旅

游特色线路和森林旅游品牌

的重点项目。

九月中上旬，傅伯感到脚

部很痒，一不小心抓伤了。住

院期间，家属和傅伯选择保守

治疗，但傅伯患有糖尿病，抓伤

的位置刚好是旧患，伤口愈合

未达到预期进展。刚从广州进

修回来的姚靖斌负责傅伯伤口

护理的工作，他运用所掌握的

护理知识细心照顾傅伯。经过

南海四院创伤修复科医护人员

20多天的治疗和护理，傅伯伤

口有所好转，达到了回家自主

护理的出院指标。

出院后，姚靖斌仍一直

惦记老人的伤口愈合情况，

打电话给傅伯家属，叮嘱定

时回医院换药等注意事项。

然而今年已是九十岁高龄的

傅伯，视力不佳，行动不便，

对于定时回院换药的事情，

家人也“犯难”了，既担心傅

伯的伤口情况，也担心他经

受不起来回的折腾。

得知此情况后，姚靖斌

决定上门做好傅伯的伤口延

续护理。每隔两天，姚靖斌

利用下班时间，驱车到傅伯

家里，细心地为他进行伤口

护理，还耐心地指导傅伯家

人日常照顾注意事项。在专

业的护理下，傅伯伤口愈合

情况越来越好，他和家人开

心又感动。

“小伙子又细心又暖心，

下班后晚饭都来不及吃就过

来帮忙换药了，真是非常感

谢他。”傅伯家人特意来到医

院，连连感谢姚靖斌。

案情回顾：

张先生在南海桂城

某物业小区买了一套商

品房，收楼后两年多未

装修。物业公司多次催

缴物业服务费未果后诉

至法院。不料反被张先

生以“房屋空置、未居住

使用，物业收费不合理”

为由投诉到12345。

部门说法：

根据《物业服务收

费管理办法》第二条的规

定，物业服务收费，是指

物业管理企业按照物业

服务合同的约定，对房屋

及配套的设施设备和相

关场地进行维修、养护、

管理，维护相关区域内的

环境卫生和秩序，向业主

所收取的费用。《物业管

理条例》第四十一条规

定，“业主应当根据物业

服务合同的约定交纳物

业服务费用”。《广东省物

业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

规定，“物业买受人应当

在建设单位交付物业后

按照商品房买卖合同的

约定交纳物业服务费

用”。结合本案例，业主

张先生所拥有的空置房

仅仅是区分所有建筑物

的专有部分空置，区分所

有建筑物的共用部分仍

然在运行、使用中，需要

物业服务公司维持、维修

和保养，已达到物业建筑

的保值和增值的经济成

果。因此业主应当在购

买房屋办理登记过户或

实际交付以后，无论住与

不住，都应该按照物业服

务合同的约定交纳物业

服务费用。

相关链接：

10 月 16 日~10 月

25日，逢周五到周日，

南海区普法办、南海区

住建水利局联合举办

“增强推进住建水利法

治理念，助推平安、宜

居南海建设”主题法律

知识竞赛，参与游戏答

题有机会获得微信红

包等丰厚奖品，详情可

关注“南海普法”微信

公众号。
整理/珠江时报记者

梁艳珊

住建篇——

房屋空置
业主也应交物业费

南海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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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康复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南海四院90后男护士姚靖斌主动上门为患者换药，延伸护理送温情

春踏青，夏避暑，秋赏叶，

冬迎新。西樵山的一年四季，

总有看不完的景色和文化。在

这秋高气爽的季节，西樵山南

门步道、汉字微展馆正式对外

开放了，市民游玩西樵山又新

添这两个打卡点，记者带你一

起来看看。

“伯伯，我来换药，伤

口还不可以碰水……”近

日，南海区第四人民医院

创伤修复科护士姚靖斌

得知年迈的傅伯行动不

便，不能定时回院换药。

为了傅伯免受路途奔波

之苦，姚靖斌主动上门为

傅伯换药、护理，患者家

属备受感动，前往医院连

连感谢。

姚靖斌是一名90后的男护

士，在疫情期间，与同是护士的妻

子张丽云第一时间共同响应参与

驰援湖北的号召。最后，妻子成功

入选，他却未能如愿。虽有失落，

但在收到支援院内发热门诊的号

召后，他又在第一时间报名，“抗疫

不分地域与空间，哪里需要就去哪

里，这也是和妻子并肩作战的另一

种方式。”姚靖斌坚定地说。

原是麻醉科护士的姚靖斌，

也是院内压疮小组的组员，经常为

慢性伤口患者进行护理。今年南

海四院创伤修复科正式成立，已有

5年伤口护理经验的他主动请缨

到该科室。今年7月底，他还到广

州进修，进一步提升伤口护理专业

技能，成功获得《广东省伤口造口

专科护士认证》。考虑到傅伯患有

糖尿病，他利用湿性愈合理论，结

合使用新型敷料的换药方法，促进

傅伯伤口愈合。

对于这次延伸护理服务，他

谦虚地说，“患者的康复就是医护

人员最大的动力，延伸服务虽细

微，但对患者的康复来说却十分重

要。我只是尽自己的能力和责任

照顾好每一位患者。”

南海四院创伤修复科定期为

有需要的出院患者开展入户随访

服务，让医疗护理服务由院内延

伸到了社会甚至家庭，架起医患

沟通的“连心桥”。与此同时，该

科室通过不断发展的精湛诊疗技

术,不断提升的医疗服务水平，不

仅为本地患者提供着坚实的医疗

保障，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外地患

者慕名而来。

文/珠江时报记者何泳谊

通讯员黄春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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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指引】
西樵山南门步道：起点位于西樵山南门东

区环山花海中段，步道上设有票房，需购票。

汉字微展馆地点：位于西樵山白云洞景区

内（可从白云洞入口进去园区）

温馨提示：需要提前一天或当天在“西樵

山”微信公众号预约入园后，携带身份证和口

罩，展示“健康码”入园。

而在西樵山西门白云洞景

区，集非遗文化、汉字文化、现代

教育于一体的非遗文化体验馆

——汉字微展馆也正式迎客，

进一步丰富了游客游玩樵山体

验，打响西樵山研学游品牌。

走进馆内，以中式红色文

字为主题的两扇红色大门映入

眼帘，从大型“門”字底部穿过，

就能进入汉字文化的探索之

路。漫步展馆，你会看到记录

在动物骨骸、石头、竹简、纸帛

上的各种文字，或沉重朴厚、飞

扬婉转或森严宏大、肆意狂放

……不同时代的书写线条、文

字美学在此集中展现。

馆内设有汉字发展史展示

区、汉字文化互动区、非遗文化

体验区等，主要展现中华文字

发展的历史及文字演变过程和

纸张的发明历史。

更有趣的是，展馆还开设了

非遗研学体验课程，亲子游客可

体验纸张制作、活字印刷术等课

程，与汉字文化零距离接触。

据了解，汉字微展馆的前身

是祭祀仓颉的“字祖庙”，原为清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创建的

“云溪书院”，于道光十九年

（1839年）重修改建，坐东北向西

南，一座两进，总面阔13米，总进

深23米，面积为496平方米。该

建筑为抬梁式结构，有硬山顶、博

古脊、绿釉花卉勾头和滴水剪边，

瓦檐饰有砖雕人物花草图案，是

佛山市文物保护单位。

这也是今年7月西樵山森

林旅游特色研学游入选广东省

森林旅游特色线路后最新推出

的研学游景点。同步推出的还

有面向亲子家庭的西樵山研学

课堂，包括自然教育研学课程、

古法造纸和活字印刷的非遗研

学课程，从自然生态、文化等维

度出发，引导孩子发现西樵山

自然生态之美，了解汉字历史，

体验非遗文化，探索西樵山的

自然和文化奥秘。

这个秋日，别忘了约上三

五知己，一起来登山赏景，品味

汉字文化吧！

樵山南门步道极具观赏性

与汉字文化零距离接触

【非遗课程体验】
活动对象：6岁至12岁亲子家庭，一大一小

活动时间：2020年9月-12月的每个周

六、日

活动人数：每天限2批次，每批次10组

（约20人）

报名电话：0757-86880036

0757-86899007

文/珠江时报记者何泳谊钟泽诗通讯员程楚茵通讯员供图

■云岩古寺新建的观景平台可俯瞰桑基鱼塘。 卢展途摄

■汉字微展馆充满汉字元素，展示汉字文化的魅力。

姚靖斌上门为傅

伯 进 行 伤 口 护

理。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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