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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水道堵塞污水溢出
桂城城管及时处置

珠江时报讯（特约通讯员/李冬
冬 通讯员/黄雪然）近日，桂城街道
叠北社区澳边村大门神区66号巷道
下水道堵塞，污水溢出，影响周边居
民的生活。市民向桂城街道数字城
管中心求助，数字城管中心转派相关
部门快速处理，为市民排忧解难。

市民向桂城街道数字城管中心
反映，自己住在井盖附近的低洼位
置，下水道堵塞后，污水不断从井盖
涌出将巷子淹了，要出门就必须踩着
污水才能出去，而且污水味道很大，
家里都不敢开窗，对生活造成很大影
响，希望有关部门能尽快处理。

接诉后，数字城管中心坐席员马
上将案件转派桂城街道市政管理处
及叠北社区跟进处理。工作人员到
场核查，发现情况属实，于是马上对
下水道进行围蔽，防止意外发生。随
即联系排污公司对堵塞的下水道进
行疏通。几个小时后，堵塞的下水道
被疏通，街面也恢复整洁。“这下干净
了，没想到这么快就能解决，真的太
感谢了！”市民满意地说。

桂城数字城管平台能够整合城
市管理部门的资源，为市民营造良好
的生活环境。桂城城管办表示，市民
在出行遇到障碍或路面出现突发情
况等，均可向桂城数字城管中心反映
并寻求帮助。

高频错峰执法
整治占道经营

珠江时报讯（见习记者/原诗杰
通讯员/李燕丽）近日，狮山城市管理
局联合南海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集训队、狮山城市管理局官窑城管中
队，组成150多人的执法队伍，前往狮
山富民三路，开展高频错峰执法，重拳
整治占道经营。

官窑辖区内有维尚家具五厂、狮
山红沙工业园区等众多规模较大的厂
企和工业园区，工人多、市场需求大，
这给小贩带来了大量商机。因经营需
要，众多厂企采用“两班倒”的上班模
式。每到夜晚，小贩们便准备好水果、
熟食等各色美食，在厂企附近“恭候”
着下夜班的工人们。今年以来，官窑
城管中队多次开展“夜鹰”行动，并取
得重大成效，但仍有小贩和城管打“游
击战”。

为此，狮山城市管理局联合官窑
城管中队，对官窑辖区内的占道经营
黑点进行摸底排查。11月7日晚，狮
山城市管理局联合南海区城市管理和
综合执法局集训队、狮山城市管理局
官窑城管中队，组成150多人的执法
队伍，前往狮山富民三路，重拳整治占
道经营。

“我第一次摆摊，不能给初犯者一
次机会吗？”一名小贩说。“每个公民都
应该自觉遵守公共秩序，我们亦会守
法执法。”在狮山城市管理局局长吴维
宽耐心劝说下，该小贩最终主动配合
执法。当晚，执法队共整治乱摆卖小
摊档20多档，暂扣小货车、三轮摩托
车、违规经营物品一批。

“小贩占道经营，造成交通堵塞、
噪音扰民、大气污染等一系列问题。
狮山城管一直以‘全覆盖、严执法、零
容忍、重实效’为准则，规范市场秩序，
提升城市形象。”狮山城市管理局副局
长卜志雄表示，接下来狮山城管将加
强日常巡查，同时展开一周2次以上
的高频错峰执法，重拳整治夜间占道
经营小贩。

珠江时报讯（记者/彭燕燕
通讯员/谭凤英）近日，狮山镇青
少年创客基地建设评审办公室
实地检查青少年创客基地建设
情况。当天，3所学校的镇级青
少年创客基地顺利通过验收。

11月 7日，检查组第一站
来到狮山镇桃园小学。据悉，
在创客教育方面，该校设有小
机器人组、创客教育组、趣味编
程组、物理组、天文组和生物组
等学习小组，并辅以科技创新
社团活动，带领学生学习创客
知识。值得一提的是，该校设
置的创客校本课程《粤讲粤有
趣》。

桃园小学校长余易玲介
绍，《粤讲粤有趣》课程教学分
为软硬件两方面，学生先学习
图像化编程，还原粤语俗语的
应用场景，再通过人体红外传
感器等将粤语趣味故事做成游
戏装置，让学生在学习科技知
识的同时体验粤语竞技乐趣。

随后，检查组来到狮山镇桃
园中学。桃园中学校长谢彦兴
带领大家参观了学校的刘仕春
名师工作室和科创空间。桃园
中学信息技术高级教师刘仕春
介绍，该校是全市初中第一批成
为全国青少年三维创意设计示
范校之一，在创客教育的教学开

展上，除了信息技术课堂上的常
规课程，还开展第二课堂和科技
参观活动。今年以来，该校多次
组织参加科技比赛，拿下不少奖
项。

活灵活现的3D打印作品、
宽敞整洁的基地环境、趣味的
创客工具展示……在松岗中心
小学创客实验室里，创客教育
氛围浓郁。

“今年，我校将代表佛山市
参加第五届中国教育创新成果
公益博览会（简称‘教博会’），
展示我校特色教育成果。”松岗
中心小学校长刘大治介绍，学
校以创客精神为核心指引、以
智能制造为切入点、以创客空
间为载体、以互动教学为方法，
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动手实
践、获取信息和表达演说等能
力，与传统课程教育互为补
充。多年来，该校学生参加科
技竞赛获奖多达1000多项。

“经过一年的建设，这三个
青少年创客基地都有着不错的
成果。”狮山镇团委副书记谢颖
光表示，狮山创客教育的形式
更加丰富了，学校参与创客教
育积极性很高，也获得了不少
成果。“希望通过创客教育，在
中小学生心中种下科创种子，
不断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

珠江时报讯（记者/肖莎莎 通
讯员/甘霞 梁健桃 摄影报道）夏
养三伏，冬补三九。立冬时节，广
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第四届“岭南
膏方节”昨日启动，活动将持续至
明年2月。昨日活动现场不仅开
展了大型义诊及健康咨询活动，还
现场展示膏方熬制过程，吸引众多
市民参与。

“医生，我适不适合服用膏
方？”“哪些是荤膏哪些是素膏？”

“膏方如何保存？”现场咨询的市民
络绎不绝。记者也品尝了一下现
场的膏方，浓郁香滑，还有微甜的
味道，比起苦涩的汤剂，膏方更容
易入口。

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院长
谢兵介绍，膏方是一种将中药饮片
反复煎煮、去渣取汁，经蒸发浓缩
后，加阿胶等动物胶质、滋补细料及
蜂蜜或饴糖等制成的半流体状或固
体状物。膏方治疗以修复人体机

能、提升精神状态为目标。“一小勺
膏方里不仅包含了六七种中药材，
且一剂膏方可以保存一个月，早晚
一小勺，服用起来也很方便。”

据了解，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医
院中医膏方门诊自2007年开办，
深受市民信赖，在老昌辉、魏成功
等名老中医的带领下，每年膏方的
制作量已从最初的四五十张上升
到现在的近800张，每年以50%的
速度在增长，其中每年坚持以膏方
进行调治的“粉丝”占32%，成为慢
性病调理和养生保健的重要手段
之一。

今年70岁的阿婆罗汝南一大
早就赶到膏方节现场排队，“我已
经连续服用膏方四年多，医生会根
据不同季节的身体情况给我开膏
方调理，现在感觉身体上的小毛病
明显少了很多。”罗汝南告诉记者，
多年前，她因子宫内膜癌切除了子
宫，此后身体就一直不太好，在医

生的推荐下，她开始尝试使用中医
来调理恢复身体，一试就是四年。

谢兵说，“治未病”是中医的大
健康观，膏方是治未病的其中一种
方法。为了提高膏方的效果，该院
通过定期集中培训，不断在实践中
提高膏方处方质量和临床疗效，规
范膏方制作流程，加强膏方质量管
理。他介绍，“我们还建立了膏方
服用人群回访制度，对连续服用5
天和15天的人群进行电话回访，
了解有无不适症状及膏方的口感、
包装等质量等情况。针对市民反
馈的问题，我们再不断进行优化。”

“中医治未病符合国家卫生健
康事业发展的新方向，就是以预防
保健为主。”南海区卫生健康局局
长孔小燕认为，南海区如今以广东
省中西医结合医院为龙头，带动全
区中医治未病的发展，希望通过治
未病概念的推广，让更多的市民关
注自身健康。

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第四届岭南膏方节启动

名老中医义诊 健康膏方受捧

狮山3个镇级青少年
创客基地通过验收

罗村一处井盖沉降
智慧城管快速处置

珠江时报讯（记者/孙茜 通讯员/
李纬玄）近日，狮山镇罗村机场路上有
一处井盖发生沉降。在接到市民投诉
后，狮山镇智慧城市管理指挥(应急)中
心快速协调处置，在三日内成功修复。

10月29日，狮山镇智慧城市管
理指挥(应急)中心接到市民投诉后，立
即调派狮山镇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城
建）官窑工作办公室（市政）前往核查，
发现情况属实，迅速开展了修复工作，
用时三天修复完毕。狮山镇智慧城市
管理指挥(应急)中心相关负责人提醒，
若市民发现路面存在井盖沉降等问
题，可致电12319城管热线反映，相关
部门会认真核查处置，努力为市民排
忧解难。

珠江时报讯（记者/马一右
通讯员/梁展秋 摄影报道）昨
日，狮山中心小学举行第三届家
长委员会成立大会，同时开展教
育主题讲座，倡导家庭、学校、社
会等各方力量通力合作，共同营
造良好的教育环境。

昨日下午 3时，随着歌曲
《奉献》歌声响起，全体到会家长
共同回顾历年来该校家委会参
与学校工作的风采，如参与爱心
义卖活动、优秀义工值日守护上
学放学交通安全、对教室进行布
置和大扫除等。

“孩子的成长，离不开家庭、
学校、社会各方力量的教育，家委
会就是加强学校与学生、家长之
间沟通的桥梁。”狮山中心小学校
长钟绍坤表示，家委会是参与学
校民主管理、支持和督促学校工
作的重要纽带，家校必须合力建
设好家庭和学校这两个让孩子健
康成长的课堂。会上，他宣布了
该校第三届学校家委会委员名
单，并向他们以及各级部家委会
委员颁发了聘书和工作证。

“教育好孩子，先让父母自
己成熟起来，各位家长要用心学

习并掌握一套真正适合自己家
庭、对孩子管用的科学的教育方
法。”该校第三届学校家委会主
任宁佐凤以饱满的激情投入到
学校家委会工作当中，致力于与
广大家长一起为孩子创造良好
的教育环境。

“家庭教育决定孩子的命
运，孩子在某种程度上是放大了
的自己。”会上，宁佐凤通过自身
教导孩子学习拼音的故事，提醒
家长们在家庭教育中要摒弃简
单粗暴的教育方式，以耐心和科
学的方法进行教育，确保孩子身
心都能得到健康的成长。他还

重点分享了11种成为智慧父母
的方式，包括父母必须在教育孩
子上达成共识，构建和谐、温馨、
舒适的家庭环境，关注孩子的人
格和品行，关注孩子对学习的态
度和兴趣等。

多年来，狮山中心小学不断
完善家校合作平台，努力发挥班
级、年级、学校三级家委会的作
用，力求将学校办成“家长满意
的学校”“学生喜欢的学校”。同
时，家校合作进一步拓宽了教育
渠道，增强了多元化教育的质量
与效益，极大推动了该校“博爱
教育”品牌向纵深发展。

狮山中心小学第三届家长委员会成立

家校合作守护学生健康成长

■活动现场展示了膏方熬制过程。

■狮山中心小学向家委会委员颁发聘书和工作证。

珠江时报讯（记者/钟泽诗
通讯员/关蕴琪 摄影报道）11月
是全国“119”消防安全宣传月，
也是秋冬火灾防控工作的关键
节点。昨日，西樵镇举办“防范
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119消
防安全晚会，通过消防体验、文
艺表演等形式，科普防火灭火、
疏散逃生知识，增强群众的消防
安全意识。

“他们，是奋斗在一线的英
雄，是最值得敬佩的消防员！”少
儿朗诵节目《烈火英雄》拉开了
晚会的帷幕，孩子们用慷慨激昂
的朗诵，向消防员致敬。西樵森
林消防队的消防员们以一曲《歌
唱祖国》作为回应，歌声铿锵有
力，表达了坚定的信念和决心。

随后，少儿模特表演《小小
英雄梦》点燃了全场热情。10多
名小朋友身穿迷你消防服，手举
灭火工具的模型，自信地走到台

前。5岁的老坤谊是其中一位小
模特，“穿上这一身消防服，最大
的感受是好热，好佩服消防员哥
哥可以每天穿这么厚的衣服，拿

着这么重的工具奔赴火场！”她
感慨道。另一位表演者的家长
区群开认为，让小朋友参与这样
的表演，可以零距离接触这些灭

火工具模型，培养他们的消防意
识，是一次很好的体验。

晚会还穿插了有奖问答环
节，现场观众踊跃举手，回答有

关消防安全知识的问题。
而在场外的消防宣传摊位，

工作人员通过派发传单、消防标
志拼图游戏、逃生体验等方式，
向市民科普防火灭火、疏散逃生
等安全知识。西樵镇专职消防
队消防员顾志法说，希望借此机
会向市民传递消防知识和逃生
技能，向大家展示消防员的日常
工作和风采。

近年来，西樵镇政府高度重
视消防安全工作，强力整治火灾
隐患，狠抓消防安全宣传，积极
落实消防主体责任，全力改善消
防安全条件，有效提升了消防工
作的社会化水平。

西樵镇委委员周湘辉表示，
通过举办消防安全晚会，深化社
会消防宣传教育，着力提高全民
消防安全素质，有助于创造良好
的消防安全环境。借消防宣传
月活动的契机，他呼吁市民以强
烈的主人翁意识，携手防范火灾
风险，共建美好家园。

当晚，西樵安监局、食药监
局、流管局和派出所也在晚会
现场设摊宣讲安全知识。其
中，西樵派出所开展了禁毒、反
电信诈骗、净网行动的网络安
全宣传。

西樵镇举办119消防安全晚会，科普防火灭火、疏散逃生知识

筑牢“防火墙”共建美好家园

■少儿模特表演《小小英雄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