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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沈芝强

通讯员/何家仪）近日，九江镇卫

健办联合镇社卫中心、各村

（居）开展计生特别扶助家庭中

秋慰问活动，为镇内27户计生

特别扶助家庭送上慰问品和节

日祝福。

当日，慰问组来到儒林社

区岑女士家中。岑女士的丈夫

双目失明，患有慢性病，需要长

期服药，由于家住高层，之前外

出看病十分不便。在政府和社

区的支持下，岑女士的丈夫入

住九江颐养院，接受康复、托管

等一体化的照料服务。

“感谢政府和社区对我们

的关心和扶持，我和丈夫现在

都很好。”岑女士对慰问组表示

感激，还向慰问组讲述了她的

生活和身体状况，“在党和政府

的关怀下，我对未来生活充满

信心，相信日子会越来越好。”

在下西社区关女士家中，

慰问组亲切地与关女士及其家

人交谈，详细了解他们的身体、

生活状况，倾听他们的心声。

交谈中，慰问组了解到，关女士

的女儿患智力残疾，家里靠丈

夫微薄的收入维持生活。“你们

要注意保重身体，有困难及时

与社区反映，我们会尽力帮助

你们。”慰问组鼓励他们积极乐

观面对生活，镇、村两级会继续

开展精准帮扶，切实为他们排

忧解难。

一直以来，九江镇不断创

新帮扶机制，通过入户慰问、

提供补助、为对象购买疾病住

院意外保险、提供就医绿色通

道、家庭医生定期随访、实现

“微心愿”等多项举措，搭建关

爱帮扶平台，向计生特扶家庭

传递爱和正能量，切实为群众

办实事，不断提升群众的幸福

感和获得感。

九江组织相关部门人

员收听收看南海三防（水

旱灾害防御）应急演练

完善防范措施
提升处置能力

珠江时报讯（记者/沈芝强

通讯员/关志荣）9月8日，南海区

举办三防（水旱灾害防御）应急

演练，九江组织镇三防指挥部成

员单位相关负责人收听收看，进

一步提高各部门应对突发极端

天气的应急处置能力，保障人民

生命财产安全。

本次应急演练以城市发生

内涝、河堤出现险情等为背景，

根据相关情况，组织各相关部

门按三防应急预案的要求，各

司其职，对各种突发情况采取

有效措施，成功消除隐患，取得

了预期成效。与会人员纷纷表

示，通过观看演练，提高了他们

应对突发极端天气的防范意

识，将按照所属部门职责落实相

关防御工作。

入汛后，九江针对各类突发

天气情况开展各项应急演练。5

月17日下午，九江镇在沙口社区

开展 2021 年防汛应急转移演

练，以西江遭遇10年一遇洪水为

背景，快速转移213户居民；8月

12日下午，九江镇举行2021年

防汛应急桌面推演暨排涝应急

演练，以城乡发生内涝为背景，

让各部门熟悉如何应对暴雨、做

好防御准备和应急处置等工作，

完善防范应对措施，提升防汛应

急指挥与救援能力。

九江做好各项应急演练，背

后是对辖区地质的充分认识。

九江属于基水地地貌，河网水道

纵横交错，由鱼塘与桑基或蔗基

组成，属于低洼的平原经人工改

造的地貌类型，是珠江三角洲最

具特色的一种地貌，总体以平原

上岛丘突起、多汊道及基水地地

貌为特色。

为此，进入汛期后，镇三防

指挥部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

全程跟踪雨情、水情、工情、险

情和灾情，并根据不同情况启

动相应应急程序，确保出现突

发情况能及时处置，发现隐患

及时消除。

九江镇三防指挥部相关负

责人表示，接下来除了加强日常

巡查，各职能部门也要开展各项

应急演练，提升部门及各村居在

恶劣环境下的分析研判、会商决

策、协调联动、指挥调度和危机

沟通等方面的能力，为九江应对

极端天气灾害，落实防台、防汛

各项工作，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夯实基础。

珠江时报讯（记者/朱明

菲 通 讯 员/卢 淑 娴 摄 影 报

道）在中秋节来临之际，9 月

13 日，九江镇妇联联合九江

慧怡会开展“福袋传万家”单

亲特困母亲家庭入户慰问活

动，共慰问了 30 户单亲特困

母亲家庭。

当日，九江镇党委委员、

妇联主席谢泳娴，九江慧怡会

会长关小玉一行走访了上东、

沙口、下东等村居的 4 户家

庭，为单亲特困母亲提前送上

节日祝福，并送上慰问品。

现场，慰问组与单亲特

困母亲进行亲切交谈，耐心

倾听其家庭遭遇的不幸及目

前面临的困难，详细了解其

日常生活及孩子的学习状

况，鼓励她们树立信心，以积

极的心态面对生活。

下东村单亲特困母亲黎

女士对镇、村妇联一直以来的

关心关怀表示感谢，她说，正

因为社会各界的帮助，自己才

能渡过难关。多年来，无论生

活多么困苦，她始终咬牙坚持

着，积极笑对生活。同时，她

时常教育儿女，要心怀感恩，

长大后要回馈社会。

本次慰问的30户单亲特

困母亲家庭包含低保户或临

界低保户，因离异、配偶发生

意外或罹患重病导致家庭陷

入困境。尽管遭遇不幸，但

这些单亲母亲把抚育子女成

长 作 为 动 力 ，勇 敢 面 对 困

难。交流中，她们对党委政

府、镇妇联及慧怡会一众爱

心人士的关怀表示感激。

据悉，九江镇妇联、九江

慧怡会连续多年在春节和中

秋节前夕组织巾帼志愿者慰

问镇内单亲特困母亲。2017

年，九江镇妇联与九江慧怡

会联合发出《九江镇援助单

亲特困母亲家庭倡议书》后，

关小玉率先捐资捐物，在她

的带领下，会员也纷纷参与，

最终筹得 50 多万元善款，共

资助学生529人次。

珠江时报讯（记者/何万里通

讯员/陈国杰 摄影报道）“谢谢

你们的关心！”9月9日，九江镇环

卫工人沈倩雯收到中秋礼物和祝

福后开心地说。原来，在中秋节

来临之际，热心乡贤关杰初、吴绮

兰伉俪为镇内一线工作者送上慰

问品，并提前送上节日祝福。

据了解，除了环卫工人，九江

镇不少教职人员、医护人员、警

察、辅警、消防工作人员、困难群

体，以及九江颐养院和大望山墓

园工作人员都陆续收到同样的中

秋礼物。

“中秋节是全家团圆的重要

节日，希望在节日来临之际，向为

九江建设贡献力量的一线工作者

以及困难群体送上祝福。”关杰初

说，一线工作者脚踏实地、不辞劳

苦地工作，为九江增添了靓丽的

色彩。他们恪尽职守、勇于担当

的责任意识，以及舍小家、为大家

的奉献精神值得人们敬佩。

除了中秋送祝福，2019年

起，关杰初、吴绮兰伉俪每逢春

节、国庆等节日都会宴请上西西

山村所有老人，并向全村60岁以

上老人捐助节日慰问金。

作为九江镇杰出的企业家、

乡贤，关杰初、吴绮兰伉俪一直

心系桑梓，热心家乡的医疗、教

育等慈善公益事业，慷慨解囊。

据不完全统计，关杰初、吴绮兰

伉俪捐资合计过亿元，如捐建上

西西山文化楼、支持九江医院软

硬件发展、教育事业帮扶、困难

群众救助以及防疫抗疫开支等，

为经济社会和谐发展作出了积

极贡献。

珠江时报讯（记者/何万里

沈芝强 通讯员/陈国杰 施玉

辉 摄影报道）9月9日，九江举

行2021年庆祝教师节表彰大

会，对311名先进教师、20个

学前教育先进集体进行表彰，

进一步营造尊师重教、崇德

向上的浓厚氛围，办好人民满

意的教育。

现场，儒林教育基金还举

行颁奖仪式，表彰了一批教学

先锋、管理能手、最美教师等先

进教师，以及奖励一批品学兼

优九江学子。现场，吴绮兰奖

学助学基金对考上北京大学、

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知

名学府的学子进行奖励，鼓励

他们不断攀登高峰。

近年来，九江围绕“儒乡教

育、立品创先”的发展定位，深

入推进“校园安康”“儒乡良师”

“儒乡英才”“儒乡名校”和“儒

乡生态”五个工程项目，推动九

江儒乡教育高质量发展。

“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满腔热

情关心教师，让广大教师在岗位

上有幸福感，事业上有成就感。”九

江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候选人罗

淮东表示，把加强党的领导贯穿

办学治校、立德树人各方面、全

过程，九江就能以高质量党建引

领高质量教育，为办好人民满

意的教育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更多报道详见C02~04版）

九江举行2021年庆祝教师节表彰大会

表彰先进教师 奖励优秀学子

九江镇妇联联合九江慧怡会慰问30户单亲特困母亲家庭

送上节日祝福 鼓励乐观生活

热心乡贤关杰初、吴绮兰伉俪慰问九江一线工作者

收到中秋礼物 环卫工人笑开颜

九江慰问27户计生特别扶助家庭

慰问送温情 关怀暖人心
热血男儿
奔赴军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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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厨神”
花式秀厨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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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来默默耕耘儒乡教育的德艺双馨楷模班主任上台接受表彰。

■九江镇妇联、九江慧怡会入户慰问单亲特困母亲家庭。

■环卫工人收到关杰初、吴绮兰伉俪捐赠的中秋礼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