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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收集站臭味没有了

禅城改造升级后的 10 座垃圾收集站投用，
使用三种除臭设备，
有效消除各种臭味
珠江时报讯（记者/谢轲 通讯
员/公用宣 摄影报道）之前，
经过城
市中的生活垃圾收集站，
一些市民
都是掩鼻而过。昨日，
记者从禅城
区公用事业部门了解到，
于去年 9
月开工改造提升的全区10 座垃圾
站近日已投入使用，其最大的特
点，
便是除臭功能显著加强。

■除臭
四台风帘机联手吹跑臭味

昨日下午，记者来到列入此
次改造范围的风林路保利香槟生
活垃圾收集站。在垃圾站正门
处，记者并未闻到囤压垃圾的酸
臭味。
禅城区公用事业服务中心
副主任卢俊鸿介绍，垃圾收集站
经过改造提升后，对市民来说最
明显的效益就是臭味大大降
低。首先在垃圾处理室门外一
侧上方，安装了两台风帘机。风
帘机是通过高速电机带动离心
风轮产生强大气流，形成一面无
形的门帘，可以有效屏蔽垃圾站
内的灰尘和臭味。除了安装在
垃圾处理室门外上方，在垃圾处
理平台卸料口处，也安装了两台
风帘机，可以说为减少臭味上了
“双保险”
。
此外，
垃圾收集站实行密闭收

▲安装在垃圾处理室门上方的两台风帘机，
成为减少臭味的关键。

▲经过密封处理，垃圾箱体被装上车，
运输过程也保持密封。
集运输，
能有效减少垃圾收集运输
时所产生的臭味和噪音。在整个
收集运输过程中，垃圾暴露时间
短，
所产生的臭味臭气少。垃圾站
还使用了负压除臭系统进行除
臭。该系统由臭气收集系统、
生物
除臭塔、
淋洗塔等组成。在垃圾压
缩处理过程中对垃圾站内恶臭气
体进行负压收集，
并经生物除臭塔
及淋洗塔处理后达标排放。
记者看到，在垃圾站内部厢
位一侧墙上，管道接口处不住散

发喷雾。据介绍，这是喷雾除臭
系统。该系统使用天热植物除臭
剂净化静态污染空间，与负压除
臭系统配合使用。
卢俊鸿表示，由于采取了多
种除臭设备及采取密闭收集运
输 ，不 仅 有 效 消 除 了 垃 圾 进 站
以后各处理阶段产生的臭味，
而且还解决了垃圾出站以后运
输过程中的臭味和泄漏问题。
由于该垃圾收集站紧邻保利
香槟小区，垃圾站的使用是否会

对小区居民造成影响？采访中，
小区业主宋伟中正好下班回家，
他告诉记者，自己就住在紧挨着
垃圾站的这一栋楼，平时没有闻
到垃圾站的臭味，生活没有因此
受到影响。

■收运
收运效率提高一倍以上
除了加强除臭功能，升级改
造后的垃圾收集站垃圾收运效率
也大幅提高。每个垃圾收集站均
安装有两套压缩设备，生活垃圾
收运至垃圾站后，倒入压缩箱进
行压缩收集，压掉垃圾中的水分，
将垃圾装入垃圾车箱再运走。由

于实行压缩收集，
收运效率比之前
至少提高了一倍以上，
最高甚至提
高了三倍，
收运成本大大降低。
据了解，近年来，禅城区高度
重视垃圾站建设，不断加大投入
进行垃圾站升级改造，提升垃圾
收运水平。2014 年至 2016 年，
禅
城区已完成了辖区内 19 座垃圾站
的升级改造。2017 年，禅城区继
续加大投入，采取旧站改建的方
式，对辖区内 10 座生活垃圾收集
站进行改造提升，包括保利香槟
站、城门西站、东升站、海湾城市
嘉园站、建设二街站、建新站、盛
南新都站、水悦龙湾站、唐园站、
文沙北站。今年，禅城区计划对
新福港生活垃圾收集站进行升级
改造。

张槎街道启动首届家庭发展文化节
下步将开展好家风书画大赛、十大幸福家庭评选等系列活动
珠 江 时 报 讯（记 者/黄 群 飞
通讯员/蒋群礼 摄影报道）昨日，
2018 年禅城区纪念世界人口日
暨张槎街道首届家庭发展文化
节启动仪式在张槎文化广场举
行。据悉，张槎街道首届家庭发
展文化节将开展好家风书画大
赛、十大幸福家庭评选等系列活
动。
今年 7 月 11 日是第 29 个世
界人口日，联合国人口基金将主
题确定为：
“ 紧急状况中的弱势
群体”,倡导关注危机中的妇女、
儿童和年轻人权利，在任何时候
保障其尊严、安全和生殖健康。
而国家卫生计生委也将中国宣
传活动主题确定为：
“ 弘扬婚育
新风，关爱弱势群体”,旨在以婚
育新风进万家活动为切入点，倡
导全社会弘扬科学、文明、进步
的婚育观念，关爱弱势群体健康
幸福。
张槎街道借此契机启动首
届家庭发展文化节，在下半年陆
续举办好家风书画大赛、张槎十
大幸福家庭评选活动、家庭发展
大讲堂、青春期沟通之家长培训
等系列活动。

佛科院附属学校
成立
“家长之家”

珠江时报讯（记者/刘玉超
通讯员/何志恒）日前，佛山科学
技术学院附属学校成立了
“家长
之家”，为广大学生家长提供一
个参与学校管理的平台，
今后学
校的管理，家长不再只是“旁观
者”
，
而真正成为
“参与者”
。
据介绍，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附属学校
“家长之家”
，
设有专门
的活动场地，
家长委员会委员可
以在这里召开会议和座谈，
为学
校的发展出谋划策。该校家委
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成立“家长
之家”的目的，首先是为学生的
成长做好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桥
梁和纽带，
及时把学校各项主张
正确传递给每一位家长；其次，
提高家长和社会对学校管理的
参与度，
推进学校的民主管理和
科学决策，
提高学校的管理水平
和教育质量。
对此，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附
属学校相关负责人表示，
学生的
教育培养、学生的健康成长始终
是家长和老师永恒不变的话题，
“家长之家”
的设立，
可以让家长
们同孩子一起学习家庭教育新
理念，
交流培育子女的心得和困
惑，
优化学生成长的环境。

据介绍，家庭发展是针对国
家新时期家庭变化的新情况、新
特点和新问题，借力卫计系统资
源整合优化的新契机，通过宣传
倡导、科学培训、深入社区、进入
家庭的项目途径，紧紧围绕家庭
保健、科学育儿、养老照护、文化
建设四个方面开展内容丰富、形
式多样的培训活动，促进家庭成
员身心健康与文明素质，提高家
庭特别是计划生育家庭的综合
发展能力的计划。
禅城区卫计局副局长林汉
歆表示，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促
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是家庭发
展工作面临的新形势。近年来，
禅城区将家庭发展工作融入“大
健康、大卫生、大人口”的发展格
局 ，建 立 健 全 家 庭 发 展 支 持 体
系，形成了具有禅城特色的好经
验、好做法。
■张槎街道首届家庭发展文化节昨日启动。
如张槎街道的生命轨迹全
接触项目，聚焦“服务家庭生命
这些都体现出家庭发展政策的
情 感 交 流 、生 理 需 求 等 传 统 功
周期全过程”这条主线，根据家
“主线”
意识，
即为家庭发展提供
能，提高家庭福利水平，帮助家
庭在形成、发展的特点，与人的
连续的动态的服务，
在连贯中又
庭满足每一位家庭成员成长的
青 春 期、新 婚 期、孕 育 期、育 儿
需要。
期、养老期等生命周期相对应， 根据不同阶段有所侧重，线面结
昨天的活动现场还设置了
分 别 提 供 基 本 卫 生 计 生 服 务 。 合地协助家庭完善抚幼、养老、

卫计职能模型体验区，市民可以
进行分娩体验、参观孕育过程模
型、观看心肺复苏模拟演示，此
外还有文艺表演、互动游戏、卫
计知识科普、义诊等摊位。

32 名参赛队员势均力敌，
最后靠
“手速”
分出胜负

■昨日下午，
禅城区疾控中心举办居民健康素养知识选拔赛。
珠江时报记者/戚伟雄 摄
经过激烈的角逐，
最终由
“幸福
石湾队”
获得一等奖，
“祖庙先锋队”
获得二等奖，
“张槎卓越队”
和
“健康
南庄队”
分别获得三等奖。而
“幸福
石湾队”
将代表禅城区参加全市居
民健康素养知识竞赛决赛。
禅城区卫计局常务副局长黄
明强表示，虽然禅城区健康促进

与教育工作体系初步建立，全区
居民健康素养水平高于全市平均
水平，
但与
“建设健康禅城、
打造卫
生强区”的目标仍存在差距。为
此，他希望各相关单位以国家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健康教育项目、
全民健康素养促进行动等为重要
抓手，充分整合卫生计生系统健

珠江时报讯（记者/郭美欢 通讯
员/李健斌）日前，一男子在禅城忠义
路突发急病晕倒，倒地时还摔断了肋
骨。禅城公安民警与热心市民临时照
看该男子并及时实施前期救护。目
前，该男子因及时送院已转危为安。
前天，
其家人到派出所向民警致谢。
7 月 6 日晚 8 时许，
禅城公安环市
派出所所长赖启标正在开展日常警务
巡逻。他经过忠义路附近时，突然看
到路边有人向他招手，
神情很着急，
旁
边还躺着一位老人。赖启标马上开车
靠近并询问情况。
“警察同志，这里有人突然晕倒
了，
我们也不知道咋回事。
”
两位带湖南
口音的群众指着躺在路边的一名男子
说。经了解，
躺在地上的男子姓周，
脸
色苍白，
神情痛苦，
意识已略显模糊。
救人要紧！民警、辅警和热心市
民，一起小心翼翼地将周先生移至旁
边商铺，
让他平躺地上。随后，
民警一
边将情况上报指挥中心协助呼叫救护
车，一边为男子做简单救护。附近热
心群众也递来纸巾和药油，协助民警
救护。
由于忠义路路面较为狭窄，
行人、
自行车多，民警随后指派村居治保会
队员协助疏导交通，
并疏散围观群众，
为生命让出绿色通道。几分钟后，救
护车赶到现场，周先生被迅速送往佛
山市第二人民医院抢救。
事后，
民警了解得知，
周先生今年
54 岁，是附近一位居民，患有较严重
的高血压。当日，他饭后散步时突发
不适，
胸部闷得透不过气，
没过多久就
晕倒了。而在倒地的时候，周伯还有
一根肋骨被摔断了。目前，周先生身
体已经无碍。
“非常感谢民警和市民的
及时帮助，让他得到及时的救治。谢
谢你们！”前日，周先生的家人到派出
所向民警致谢。
民警提醒，
如果患有严重疾病，
应
时刻注意身体状况，安排好生活作息
时间，
尽量避免剧烈运动和熬夜；
如果
万一出现身体不适，
应立即呼救，
以免
错过最佳治疗时机。

同兴社区举办
夏日送清凉活动

禅城举行健康素养知识选拔赛
珠江时报讯（记者/黎小燕 通
讯员/钟晓颖）有题必答，答题必
准。昨日，佛山市居民健康素养
知识竞赛禅城区选拔赛在禅城区
疾控中心进行，代表 4 个镇街的
32 名参赛队员势均力敌，最后靠
“手速”
分出胜负。
比赛分为个人必答题、
团队必
答题和抢答题三个环节。在前两
个环节中，
4 个镇街参赛队伍不分
胜负，
所有题目 100%答对。在势
均力敌的情况下，
参赛队伍靠什么
打开
“战局”
“
？手速”
比拼是关键。
在最后一个环节中，由于不
熟悉规矩，
第一道抢答题便有 2 支
队伍接连抢答犯规。按照规定，
参赛队伍必须在读完题目 3 秒后
听到提示音方能抢答，如此一来，
手按得太快犯规，按得太慢又错
失机会。现场不少队员都显得小
心翼翼，如履薄冰。紧张的气氛
也感染了围观群众，一旦抢答成
功就会掌声连连，而抢答犯规也
会引起全场哄笑。

男子晕倒街头
警民合力救助

康促进与教育资源，提升全民健
康素养水平，力争到 2020 年，全
区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达到24%。
据悉，近年来禅城区健康促
进与教育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
全民健康素养促进行动、健康中
国行、健康知识进万家、健康促进
示范单位创建、省级无烟单位创
建等品牌活动影响广泛，节日纪
念日和主题宣传日的健康知识传
播定期开展，有利于健康的生产
生活环境不断改善。
今年，禅城区持续开展健康
素养宣传活动，并制定了《禅城区
2018 年健康素养宣传年活动实施
方案》。本次竞赛活动正是健康
素养宣传年活动的其中一个内
容。根据活动方案，禅城区将持
续开展健康素养进机关、进基层
活动，
开展以
“科学健身”
为主题的
健康中国行主题宣传活动，以及
开展健康促进示范单位创建、推
进控烟宣传教育、开展居民健康
素养监测等。

珠江时报讯（特约通讯员/谭碧韵
通讯员/官灿瑜 沈倩）
“叔叔，
这是我们
亲手熬制的绿豆汤，天气那么热要记
得注意防暑。
”
日前在同兴社区开展的
一场“送清凉”活动，让受赠者感受到
了别样的温情。
日前，禅城区祖庙街道同兴社区
党委和同兴家综举办
“炎炎夏日，
关爱
随行”送清凉活动，为社区的保安、保
洁员、
环卫工人、
护林员、
交警、
独居长
者等送上爱心绿豆汤和清凉茶等，向
他们致以慰问和感谢。
当天一大早，社区党员志愿者杨
姨和芳姨等便开始在家里煮绿豆汤，
同兴家综里也挤满了来帮忙的街坊，
清洗材料、
煮糖水、
装碗打包……大家
有说有笑，忙得不亦乐乎。志愿者中
也有不少孩子的身影，
“从小就经常带
他们来参加公益活动，让他们可以懂
得关爱他人，做个善良的人。”家长黄
女士说。
经过三个多小时努力，一百多份
爱心甜品准备就绪，志愿者们分成三
支队伍，到东海银湾、季华金品、星星
凯旋国际小区派发。
“婆婆你好，这是
我们的小小心意。”收到爱心甜品，关
婆婆非常惊喜，拉住志愿者的手谢个
不停。关婆婆是社区独居长者，今年
79岁，
行动不便。
“坐着轮椅也不方便出去，都没
什么机会和别人说话，只能每天在家
看看电视。感谢社区这么多好心人
过来看我，我很久没有这么开心了。”
关婆婆笑着说。社工和志愿者们还
详细了解了关婆婆的生活情况，叮嘱
她要好好保重身体，有什么困难都可
以随时联系社区居委会和社工。
据介绍，
同兴社区通过党建引领，
发挥党员先锋带头作用，由党员志愿
者发动居民加入社区公益服务。除了
夏日
“送清凉”
，
还针对青少年、
长者等
不同群体，
举办文化导赏、
长者社交小
组、
用药安全讲堂等活动。据悉，
本次
活动获得了由禅城区民政局发起的和
乐村居社区服务大赛的资助。
“希望让生活在同兴社区的居民
以及为社区辛勤付出的环卫工人、
保安
等一线工作者，
感受到社区大家庭的温
暖，
营造社区奉献、
友爱、
互助的良好氛
围。
”
同兴社区党委相关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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