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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视窗C03

珠江时报讯（见习记者/陈

时然通讯员/叶敏玲）近日，由丹

灶镇卫生健康办公室联合丹灶

镇妇女联合会、丹灶镇教育发展

中心举办的“认识身体爱自己，

保护隐私我能行”健康教育讲座

在丹灶金沙幼儿园举行。讲座

邀请资深讲师王宁，为丹灶金沙

幼儿园大班的孩子和家长进行

健康知识讲解。讲座过程中，家

长与孩子一起参与其中，通过解

答身体和性别的困惑，进行防性

侵教育，引导儿童认识性别隐私

和安全。

“小朋友们，谁是我们最好

的朋友？”王宁用一个问题，拉开

了这次讲座的序幕。通过讲解，

孩子们意识到，爸爸、妈妈、老

师、朋友不能时刻陪在自己身

边，始终与自己形影不离的，是

自己宝贵的身体。

“男孩和女孩身体上不一样

的地方在哪里呢？”王宁抛出问

题后，孩子们都争先恐后地举手

回答：“男孩子站起来尿尿，女孩

子是蹲着尿尿的。”“女孩子的头

发长。”“小背心遮住的地方不一

样。”……接下来，王宁带领孩子

玩“我说你指”的小游戏，让孩子

慢慢融入课堂，帮助他们熟悉自

己的身体部位，并深入浅出地引

出了隐私部位的概念。

通过教育讲座中生动有趣

的小游戏，孩子们正确认识自己

的身体，知道了什么是隐私部

位。“男人和女人的身体都有小

秘密，就是我们的隐私部位，不

能给人看，不可以给人摸。如果

有人要侵犯我们身体的权益，要

看、要摸我们的隐私部位，我们

要勇敢拒绝，马上离开，告诉爸

妈。”王宁用活泼易懂的语言向

孩子讲解在遇到侵犯时的做法。

此外，在讲座中，孩子们在

家长的带领下，通过性教育绘本

和性教育公仔，更进一步了解男

女身体结构的差异。

“平时孩子会经常问我为什

么妈妈的身体和爸爸不一样，我

都不知道怎么回答。通过这堂

课，作为家长，我学会了如何对孩

子进行正面引导，教育孩子保护

自己的隐私。”家长梁君灵表示，

这堂课收获很大，非常有意义。

据悉，此次性教育讲座首次

面向低龄儿童。“其实性问题不

只是青春期才会遇到，在实际生

活中，三岁的小朋友就开始有性

探索意识，很多家长、幼师都不

知道怎么去教小朋友面对这件

事。”丹灶镇卫生健康办公室相

关负责人说。她表示，希望通过

这次讲座，提高孩子的防范能

力，增强防范意识，同时，启发家

长、幼儿园对孩子性教育进行正

确引导，为孩子的成长撑起“保

护伞”，给孩子创造一个更加安

全健康的生活环境。

接下来，丹灶镇卫生健康

办公室将在全镇中小学、幼儿

园继续组织开展相关健康知识

讲座，助力孩子健康、快乐成

长，为全镇青少年儿童成长创

造良好环境。

案例简介：
胡某珍、张某俊经法院判决

离婚，14岁的女儿张某由父亲张

某俊抚养。离婚后，张某俊因心

情压抑经常酗酒，醉酒后不断地

殴打谩骂张某，并限制张某人身

自由，使张某身心健康受到严重

影响。某天，张某向司法部门写

了一封《恳求司法部门还我自由》

的求救信，表示不愿意跟随父亲

生活，要求跟随母亲生活。胡某

珍遂向法院起诉变更抚养关系，

并请求人民法院保护张某的人身

安全。法院受理后依法裁定：一、

禁止张某俊威胁、殴打张某；二、

禁止张某俊限制张某的人身自

由。后本案以调解方式结案，张

某由胡某珍抚养。

部门说法：
《反家庭暴力法》第二十三条

规定“当事人因遭受家庭暴力或

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向

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当事人

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人，或者因受到强制、威

吓等原因无法申请人身安全保护

令的，其近亲属、公安机关、妇女

联合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

会、救助管理机构可以代为申

请。”第二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

受理申请后，应当在七十二小时

内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或者驳回

申请;情况紧急的，应当在二十四

小时内作出。”本案中，法院依据

胡某珍递交的人身保护申请书及

相关证据，确认了张某俊对张某

实施家庭暴力的事实，依法作出

了民事裁定，有效地阻止了家庭

暴力的再次发生。

相关链接：
11 月 26 日至 12 月 5 日，每

逢周五至周日，南海区普法办、

南海区司法局、南海区教育局联

合举办“党在我心中”主题微信

学法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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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记者原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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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八院院感科及公卫科干事杨欢

365天“不遗漏”当好健康“守门人”

尽职尽责 365天“不遗漏”
学医是杨欢从小的梦想。

据杨欢回忆，小时候弟弟犯阑尾

炎，疼得很厉害，去医院看医生

时杨欢被护士的温柔与专业所

感动，那时候，成为一名护士的

种子便深埋在她心里。2008年

卫校毕业后，杨欢心怀理想，来

到了丹灶，在南海八院从事一线

护理工作。十多年来，杨欢辗转

外科、ICU、内科……哪个科室

需要她，她就去哪个岗位。

“上学的时候，老师第一节

课就和我们说，你们要做好吃苦

的准备。刚开始还没理解这句

话。以前以为护士就是打针开

药。根本就没想过抢救，还有些

不可预测的问题，只有来临床干

过才知道，护士是需要万能的，

什么都要会。”杨欢笑着说。

为长头发的患者扎辫子，推

行动不便的患者晒太阳，给住

ICU里没及时找到家属的患者

买吃的……细数着护理工作的

点点滴滴，杨欢用真心、爱心、同

情心呵护每一位患者,待患者如

亲人，获得了患者的认可。

2019年，杨欢离开了临床

一线，调到了公卫科，负责医院

传染病监测工作，365天不间

断。“监测系统只能用医院内网

才能登陆，所以每天都要回医

院。不回不放心，生怕出现阳

性结果，医生没有及时发现，出

现不可预测的后果。”提到传染

病监测工作，杨欢收起了笑容，

认真地说。

杨欢每天要在医院的门

诊、实验室、住院部等的病例中

一一筛查传染病，十分考验耐

心和毅力。“刚开始接过来比较

辛苦，经过那么多年熟悉了，现

在也就觉得没什么了。”

医院公卫科科长罗善峰告

诉记者，“杨欢在工作上任劳任

怨，不但愿意做，还做得很好，

对我工作帮助很大。我们代表

南海区参加佛山市传染病抽

检，都是满分。” 投身疫苗接种工作 加班到凌晨

自今年 6 月 9 日丹灶

镇疫苗接种中心投入使用

以来，杨欢便开启了不知

疲倦的“陀螺”模式。无论

是接种中心场地的布置、

物资的配备、接种人员的

紧急培训、疫苗的配送和

冷链管理……都有她忙碌

的身影。每天早上七点半

前到接种中心，查看电脑、

冰箱、疫苗、注射器等物资

是否齐全，为当天疫苗接种

提供物资保障，尽量减少市

民排队时间。

刚开始接手疫苗接种

工作时经验不足，对系统、

突发事件处理方式不熟

悉，从早上工作到晚上七

八点是常态，有时候还要

加班盘点疫苗到凌晨。经

过摸索，杨欢和同事们摸

索出了经验，疫苗接种工

作有序推进，按下了疫苗

接种的“快进键”。“我们有

个护士是‘神枪手’，打得

手腕都肌腱炎了，贴上膏药

继续接种。最高纪录是一

位护士一天接种了 837

针。”杨欢说。

在杨欢与全体工作人

员的共同努力下，接种中心

自启用后一直处于高效运

转的良好状态，单日最高完

成接种量达12520剂次。

平时要在接种中心上

班，但是医院公卫科的工作

也不能落下。如果中午到

场接种人数不多，她便会抓

紧时间赶回医院完成传染

病查漏工作，之后再赶回接

种中心，但杨欢没有半点怨

言，“我觉得把心态放平稳，

就不觉得辛苦了。责任在

肩上，一定要落实好各项工

作，特别是传染病这块。”

舍小家为大家
筑起健康防线

“工作上我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做好，但是生活上我就有点遗憾。”杨欢

的丈夫李健新是南海八院ICU主治医

师，夫妻俩身为医护人员，双双舍小家

为大家，冲在一线，时间基本上都奉献

给了工作。常常无法陪伴在儿子身边，

杨欢心里满是愧疚。“我儿子永远都是

第一个到学校，最后一个被接走的。但

他也没怎么抱怨过。”

杨欢的婆婆身体不太好，上个月天

气骤冷，杨欢接到儿子电话后得知婆婆

躺在床上起不来，她担心婆婆突发脑

梗。“那天真的是六神无主了，很无助。

婆婆平时那么劳累，为我分担那么多，

到了关键时刻我却不能回去照顾她。”

杨欢自责地说。由于那天接种中心接

种量非常大，她不能马上赶回家，丈夫

在ICU值班更是走不开。她马上联系

同事到家中查看情况，到中午接种中心

没那么多接种市民后，杨欢赶回家，为

婆婆测量血糖、血压，幸好没什么大

碍。确认婆婆没事后，杨欢又马不停蹄

地赶回接种中心继续投入工作。

杨欢老家还有位八十多岁的奶

奶，因为工作原因她已经好多年没回

老家了，“我在奶奶80岁那年回去过，

她现在都84岁了。奶奶觉得时间很珍

贵，也很宝贵，想多见见面。”提起远在

老家的奶奶，杨欢眼底泛起了泪光。

“不过我在家安插了‘眼线’，奶奶

有什么情况都会和我说。虽然离得很

远，但我对奶奶情况了如指掌。身边

的热心人很多，很愿意帮助我，所以我

在这边也多帮助其他人，回报社会。”

她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

用无私的爱换千家万户老百姓的身体

健康，在服务群众的最前沿恪尽职守，

不忘初心。在杨欢和罗善峰的车尾箱，

永远放着个旅行包，里面放着一星期的

换洗衣服和生活用品，随时待命。正是

无数像他们一样的医务人员坚守抗疫

一线，为人民群众筑起守卫生命安全的

健康防线。

文/图珠江时报见习记者陈时然

通讯员黄燕芬

“阿欢，21号卡位没苗了。”“好的，我马上拿过来。”调苗、查物资、协调接种工作、对医护人员进行培训……这些是南海区第八

人民医院院感科及公卫科干事杨欢在丹灶镇新冠病毒疫苗接种中心（下称：接种中心）每天要不断重复的工作。

从事护理工作十三载，杨欢始终以党员的身份要求自己，守初心、担使命，坚持“真心、爱心、耐心”对待患者，以平和的心

态、扎实的工作作风，诠释了白衣战士的责任与担当。杨欢和她的家庭，先后获评2017年度“南海区优秀护士”、2018年南海区

卫生计生系统“优秀共产党员”、2020年度“佛山最美家庭”等荣誉。

■杨欢（左）与志愿者沟通工作。

■杨欢与家人合照。 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