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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沥盐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杜燕芬坚守重性精神障碍管理工作岗位

16 年初心不变 助精神病人康复
反映病情，同时考虑到家庭环境
对病人病情的影响，除了与病人
沟通外，杜燕芬还要与病人家属
保持密切联系，将家属反映的情
况与病人自述的情况相互对照，
获得较为客观的了解，做好相应
的心理辅导，化解其中可能存在
的家庭矛盾。

■人物档案

杜燕芬，
2018 最美南海
医家人，大沥盐步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精神科医生，2017
年获南海区“重精”管理工
作第二名。
“只要尽力做好每件事，就
无悔了。”这是杜燕芬写给女儿
的一句话。与最初设想的医生工
作不同，大学毕业后，杜燕芬来到
了重性精神障碍管理工作岗位，
日常上门随访占去了大量的时
间，还经常会遇到病人的抵触情
绪。尽管如此，杜燕芬始终坚守
一线，以强烈的责任感帮助更多
病人稳定病情，
重新融入社会。

只要不被拉黑
就坚持沟通
“他早就从后门走了。”听到

宣传优惠政策
只为病人受益

■杜燕芬在查阅病人资料。
病人工友的回答，杜燕芬揉了揉 “我可以理解病人和家属的抵触
略微酸痛的脚，结束了在工厂门
情绪，但我不会放弃，只要电话
口持续 1 个多小时的等待。这是
不被拉黑我就会坚持和他们沟
她日常上门随访病人的一个下
通，保证病人得到有效治疗。”
午，也是她又一次打破吃“闭门
病人和家属这一关难以突
羹”的时长记录。
破，杜燕芬就转换思路，从社区
精神病人情况较为特殊，病
居委会了解情况，并留下联系方
人与家属不太愿意让周围的人
式，确保居委会工作人员可以随
知道病情，担心影响工作和人际
时联系她。
交往，所以对医生上门随访比较
为更好地做好病情管理，病
抵触。不让进门是杜燕芬随访
人服药情况、情绪波动、药物调
经历中的“家常便饭”，时不时会
整……这些都是杜燕芬需要及
被 病 人 家 属 骂 。 杜 燕 芬 却 说 ： 时掌握的。因为怕病人不如实

“刘姨，记得要让儿子坚持
服药，政府现在有很多优惠政策
……”电话随访辖区精神病人及
其家属是杜燕芬每天上班的“指
定动作”。日常工作中，杜燕芬
关心得最多的是政府有什么优
惠政策可以惠及病人，每次一有
新的政策，她都会逐个打电话向
病人和家属耐心讲解相关内容，
并鼓励病人在当地取药，一来方
便，二来也可以减轻病人的经济
压力。
杜燕芬笑言，比起医生，自
己更像是一名社工，还要关心病
人有没有钱买药，有没有坚持治
疗，甚至要跟踪病人恋爱结婚生
子的情况，因为这些都有可能对
病人病情产生影响。

在同事林冰看来，杜燕芬不
仅是医生、是社工，更是一个善
良有爱心的人。
“ 有时候诊室里
一群病人围着杜医生一个人，杜
医生都能耐心逐一安排好。她
对病人的病情、家庭情况都很了
解，还特别为病人着想，为了给
病人看病抓药，加班已经是她的
常事了。”
如今，杜燕芬负责重性精神
障碍管理工作已有 16 年。虽然
这个岗位和她最初的设想不同，
但多年来的实践让她逐渐找到
了自己的存在感。
“ 做个有用的
人 ”，是 杜 燕 芬 朴 实 的 信 仰 ，多
年来她更以实际的行动默默践
行着。

温馨提示：
对精神科的病人来说，家
属的支持尤为重要。杜医生表
示，
“不要放弃”，这句话不止对
病人说，更要对其家属说。在
日常生活中，家属对病人服药
的提醒与关心是对病人最好的
支持，和谐的家庭环境更有利
于病人病情的稳定。
文/珠江时报记者 张佳敏
通讯员 黄淑娟
图/受访者提供

暴力抗法咬伤辅警 快递员被刑拘
珠 江 时 报 讯（记 者/程 虹 通
讯员/彭健燕）近日，一名快递员
在送货途中遇到南海公安西樵
交警中队设卡检查，自知无牌无
证驾驶三轮电动车，但为了逃避
处罚，该快递员暴力抗拒检查，
甚至咬伤一名辅警。该犯罪嫌
疑人已被刑事拘留。
当天晚上，西樵交警中队在
西樵镇崇民路设卡检查。晚上 8

广告

点 40 分，男子曾某骑着一辆写
有“寄快递”字样的电动三轮车
经过，见到检查，其随即转向驶
往人行道意图逃离。
民警见状，果断将其拦截，
并要求驾驶员曾某出示行驶证
和驾驶证。曾某“赖”在车上不
肯接受检查，民警耐心劝说，曾
某仍不肯配合检查。现场民警
在警告无果的情况下，依法采取

强制措施将其控制，准备带离现
场。
在带离过程中，曾某情绪一
度激动，用脚踢踹警车，还咬住
辅警李某的右手手腕，造成李某
等 3 名警辅人员不同程度受伤。
在场警辅人员合力将其制服，并
带回派出所调查。被咬伤的辅
警李某经鉴定为轻微伤。
经调查，曾某对自己无证驾

驶无牌电动三轮摩托车从事运
送快递活动的违法事实和采取
暴力抗法、致使执勤辅警受伤的
犯罪行为供认不讳。
目前，曾某因涉嫌妨害公务
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警方提
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七十七条规定，以暴力、
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
员依法执行职务的，处三年以下

有 期 徒 刑 、拘 役 、管 制 或 者 罚
金。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
务的人民警察的，依照规定从重
处罚。
警方提醒，接受和配合公安
机关依法执行职务是公民的法
定义务，对正在依法履职的公安
民警及警务辅助人员拒不配合，
甚至实施辱骂、伤害的，将受到
法律的制裁。

罗村城管对招大市
场周边环境开展首轮综
合整治

重点整治市容
“八乱”
行为

珠江时报讯（记者/孙茜 通讯员/
舒彩新）为打造佛山西站 1 公里核心
圈文明高地，
11 月 22 日至 12 月 5 日，
狮山城市管理局罗村中队（简称
“罗村
城管中队”
）持续对招大市场周边环境
开展综合整治。
招大市场距离佛山西站约 1 公
里，
处于佛山西站 1 公里核心圈范围，
其周边的环境综合提升对佛山西站枢
纽新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11 月 22
日，按照佛山高新区（狮山镇）罗村社
会管理处加强城市管理委员办公室
（简称
“罗村城管办”
）对招大市场周边
综合环境整治方案，罗村城管中队针
对违规广告牌、
牛皮癣等开展整治，
拉
开了第一轮综合整治的序幕。
11 月 22 日至 12 月 5 日，罗村城
管中队重点对“乱贴乱画、乱停乱放、
乱搭乱建、
乱摆乱堆”
等
“八乱”
行为开
展整治，并向市场周边店铺派发整治
公告，督促其做好“门前三包”工作。
罗村城管办还组织市政部门清理道路
两侧杂草、
增设绿化带，
并协调交警部
门整治车辆乱停放现象，加大对该路
段的巡查执法力度。
目前，招大市场周边环境有所改
善，本轮整治还将继续进行。狮山城
市管理局副局长白涛强表示，
将于 12
月底前对招大市场周边路段设置人行
道护栏、划定停车位、设定交通指示
牌，
实现人车分离。同时，
为整治车辆
乱停放的“重灾区”，将在招大路农业
银行门前加装护栏，在侧面设置行车
环岛，
完善隔栏设施，
并对停车场进行
围蔽。
白涛强表示，将探索建立长效管
理机制，持续推进招大市场周边综合
环境整治工作，为佛山西站枢纽新城
建设添砖加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