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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何泳谊

通讯员/卢敏莹 冼婉晖）12 月

20日，针对居家期间群众买药

难问题，西樵镇向广大居民发

出“邻里守望 共克时艰”防疫物

资邻里互助行动倡议。近日，

一幕幕邻里互助的暖心场面，

诠释了“远亲不如近邻”的生动

内涵。

“全体邻居，现时病毒传播

速度快，作为楼长我给几项建议

……”12月15日晚，樵园社区凰

樵假日小区楼长李惠明结合自

身患病经历，简单扼要地列出6

点建议，倡议楼栋邻里齐心协力

做好相关措施。

“之前，有邻居打电话向我

倾诉对疫情的各种担心。”退烧

后，李惠明便开始琢磨发出倡

议，稳定楼栋邻里的心，她还拿

出自家备好的药物以便有需要

的邻居取用。“我们楼栋的人都

非常有爱，经常互相帮助。”李惠

明说，在患病期间，不少邻居打

电话问候，还有的送来消毒水、

营养汤、蒸橙子、蔬菜等，让她心

里暖暖的。

“我爸送来三箱橙子，麻烦

你帮我分了。”12月20日下午3

时许，该楼栋一爱心业主向李惠

明发来橙子图片说。李惠明一

发到业主群里，邻居们纷纷报

名，并感谢这位好邻居的善举。

疫情之下，邻里间互帮互助

的温馨画面不断上演。

“谁家有多一支水银探热针

可卖给我呢？”

“借一支你怎么样？急用

吗？”

“好啊！明天再还给你可以

吗？”

“我不着急，有需要的话，你

先用几天。”

12月19日下午5时，在樵

江社区锦绣龙湾某栋业主群里

发生这样暖心的一幕。居民珍

珍家中唯一一支水银针不小心

坏了，她跑到楼下药房购买，也

早已销售一空。于是，她抱着试

一试的心态，在小区业主群里问

了一句，很快就有邻居回应。

同住在一个楼栋的小燕把

水银针用袋子包好，挂在自家门

把上，让珍珍下楼取。拿到水银

针的珍珍十分感动，在业主群里

连连感谢小燕。

据介绍，针对药品短缺问

题，西樵镇在线上线下同步开展

防疫物资邻里互助行动倡议，倡

导居民在做好个人防护前提下，

为邻里提供代买代办等力所能

及的帮助。

“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到活

动中来，救急助困，在满足自

家用药需求的前提下，通过微

信、QQ业主群等方式联系沟

通，与急需的邻里共享药品和

物资。”西樵镇宣传文体旅游

办相关负责人说。

珠江时报讯（记者/何泳谊

通讯员/何佩坚徐佩欣）12月16

日，西樵镇举行村（居）慈善基金

启动暨签约仪式，西樵慈善会与

12个村居签约。现场还发布西

樵镇慈善工作方案，表彰2022

年慈善工作优秀和先进村（居），

进一步传播慈善精神。

据介绍，西樵镇村（居）慈善

基金具有用途自主、形象提升、

规范管理、税收优惠四大特点，

着眼于解决人民群众的“小急

难”问题，用途广泛，包括但不限

于支持本村（社区）公益慈善项

目，发展培育社区自组织，支持

社区教科文卫、扶贫、济困等救

助帮扶服务，资助或开展人居环

境整治、乡村振兴等公益项目。

“西樵公益慈善项目”主要

包括西樵慈善会十大慈善项目

和西樵镇公益项目。其中十大

慈善项目，包括困境未成年人心

理建设及帮扶、助学圆梦、大病

救助、长者饭堂、困难家庭微心

愿、助力社区幸福园建设、精神

病康复药费资助项目、善助安

居、外来务工子女暑假夏令营、

残疾人家庭心理健康疏导服

务。西樵镇公益项目包括但不

限于教育、医疗卫生、乡村振兴、

文化体育等方面。

2022年，西樵慈善公益捐

赠总额达3698.28万元。其中，

西 樵 慈 善 会 接 受 捐 赠 达

1542.84万元，村（居）募集慈善

资金达2155.44万元，民间慈善

公益力量日趋突出。一直以来，

西樵镇各村居注重发动社会力

量，开展贴近生活的慈善项目。

此次西樵镇村（居）慈善基

金的成立，更是以点面结合、镇

村联动的形式，搭建了政社、政

企、政府部门之间合作平台，建

立了“慈善+”融合发展模式，打

造出人人可参与、人人皆为慈善

家的“微慈善”模式。两种模式

互相协同，构筑更完善、更系统、

更丰富多元的西樵慈善体系，让

慈爱之光照亮西樵的每一个角

落，让善心之举延伸到社会治理

方方面面。

西樵镇党委委员王硕表示，

未来西樵慈善事业将继续秉持

慈善理念、弘扬慈善精神，整合

各方有利资源，完善慈善救助体

系，确保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惠

及西樵每家每户，推动慈善事业

向更优的效果、更高的层次跨

越。

“慈善是一种文化，它没有

门槛，人人皆可参与。”南海区民

政局党组书记、局长陈的表示，

对待慈善应抱着“人人帮我，我

帮人人”的心态，西樵镇村（居）

慈善基金是慈善工作中的新思

路，是奉献爱心的新平台。村居

书记通过各方力量储蓄“慈善水

池”的同时，更要思考如何长效

保持和使用“池水”，帮助更多有

需要的群众。

民法典篇——

婚前告知重大疾病
尊重婚姻自主权

小宁与小玫相爱多年，即将步

入婚姻的殿堂。在筹备婚礼期间，

小宁发现小玫常常闷闷不乐，经常

莫名其妙发脾气，一度以为两人感

情出现了问题。在小宁的一再追问

下，小玫终于坦白自己患有医学上

认为不宜结婚的遗传性疾病，担心

小宁知情后，会拒绝与她结婚。小

宁对小玫的如实告知感到欣慰，决

定与小玫共同面对。

南海区普法办提醒，本案中，小

玫患有重大疾病，在婚前告知了小

宁，小宁仍然愿意与小玫结婚。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1053条规定，他们缔结的婚姻是有

效的，受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保障了那些患有重大疾

病，但是愿意结婚且愿意与其结婚

的人的婚姻自主权。小宁明知小玫

患有重大疾病仍然选择与之结婚，

若婚后不堪忍受则不能向法院请求

撤销婚姻，只能协议离婚，或者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79

条的规定，主张

两人感情破裂，

向法院提起离婚

诉讼。

整理/珠江时报

记者原诗杰

西樵增设12个点
接诊发热患者

珠江时报讯（记者/何泳谊通讯

员/何宗赞）12月17日，西樵增设12

个点接诊发热患者，无论有否新冠核

酸或抗原检测结果，均可快诊快走。

对于轻症患者，阳性感染者常

见的症状包括发热、干咳、乏力、嗅

觉味觉减退、鼻塞、流涕、咽痛、结膜

炎、肌痛和腹泻等。出现上述症状

时，街坊们不必过于担心，可针对具

体症状使用相应药物来缓解。

如在居家隔离期间需购药，请

使用无接触的方式送药上门。如有

新冠疾病相关问题需咨询，可联系

相应社区卫生服务站。

如实在有就医需求，可就近前

往相应的卫生服务站或医院发热门

诊治疗。其中南海区第四人民医院

发热门诊提供24小时就医服务，联

系电话86866561。

对于重症患者，居家康复感染

者如出现以下任一症状时，请尽快

到医院发热门诊(诊室)就医。

1、服用退烧药后仍发烧超过

38.5℃，并持续超过3天；2、体温

35℃及以下；3、抽搐；4、呼吸困难或

气促；5、失语或不能行动；6、不能苏

醒或不能保持清醒；7、胸部或腹部

疼痛；8、意识混乱或精神状态明显

转变；9、虚弱或脚步不稳；10、孕妇

的胎儿活动减少或停止（适用于妊

娠期24周或以上的孕妇）；11、持续

不能饮食超过12小时，或腹泻、呕

吐超过2天。

西樵卫健办相关负责人提醒，

居家隔离期间确需外出就医，请先

向村居报备，外出时做好个人防护，

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两点一线，

就诊后当即返回。

温 馨 提 示
12月18日，西樵镇便民核酸采

样点有较大调整，请有需要的群众

做好个人防护前往就近采样点。便

民核酸采样点有雅居乐、太平电信

营业厅和听音湖广场负一层。

珠江时报讯（记者/何泳谊

通讯员/黄春梅李霞玉）“现在肚

子舒坦多了，不再像塞了个气球

般鼓起来。”近日，年过八旬的张

伯在南海区第四人民医院接受

了腹主动脉瘤腔内修补术，并于

不久后康复出院。出院时，他连

连感谢该院介入肿瘤科的医护

人员。

八旬老人
腹主动脉“埋弹”

早前，张伯因胸闷胸痛难

受，入住南海区第四人民医院心

内科。经检查，张伯的左侧腹部

可明显触及搏动性包块，彩超发

现其腹主动脉患有巨大动脉

瘤。医生仔细查看和问诊后，得

知张伯十几年前就患有腹主动

脉瘤，在广州某医院曾置入腹主

动脉支架，但最近几年因疏忽未

做复查。经进一步CT检查，发

现张伯体内的支架发生了移位

和断裂情况，且瘤体增大（直径

74mm）。

经过术前反复讨论，南海区

第四人民医院介入肿瘤科负责

人、副主任医师潘文带领团队，

在麻醉科配合下顺利完成手术，

历时7小时，帮助张伯重建血

流，拆除“隐形炸弹”。潘文表

示，手术难点在于连接断裂支

架，再进行支架修补和归位，重

建血流通道，拆除这个“隐形炸

弹”。

“幸亏张伯的情况得到及时

发现，如果再晚两周，后果不堪

设想。”潘文介绍，主动脉瘤（夹

层）是一类严重威胁人类生命的

疾病。主动脉瘤腔内修复术利

用植入的人工血管在瘤腔内重

建新的血流通道，隔绝了主动脉

高压血流对瘤壁（夹层）的冲

击。同时在瘤壁（夹层）与人工

血管之间继发血栓及机化，防止

了动脉瘤的增大与破裂。该修

复术属于微创手术，具有成功率

高、创伤小、死亡率低等优点。

突发剧烈胸痛
要及时就医

“突发剧烈胸痛一定要注

意！”潘文指出，主动脉是心脏向

全身供血的“高铁干线”。主动

脉血管分为内膜、中膜和外膜。

血管内如果压力过大，造成内膜

破裂，血液从血管内流到中膜之

间，形成主动脉夹层。主动脉夹

层一旦破裂，在数分钟内可致人

死亡。如不及时救治，发病48

小时内死亡率高达50%，一个

月内死亡率接近90%。因此，

主动脉夹层也被称为人体“不定

时炸弹”。

潘文建议，如突然出现胸背

部、腹部剧烈疼痛，应及时到有

条件的正规医院就诊，检查排除

是否患有主动脉夹层、主动脉瘤

破裂，以免耽误病情。

在日常生活中应如何预防

主动脉瘤？潘文表示，80%的主

动脉瘤由高血压引起，没有规律

服药控制血压的人群，主动脉夹

层的发病风险更高。长期不良

的饮食习惯、吸烟、酗酒，同样会

导致动脉粥样硬化，也可进一步

诱发高血压的发生。主动脉夹

层患者中，肥胖病人占很大比

例。此外，马凡综合征患者先天

性主动脉壁中层弹力纤维缺失，

血管质量较正常人差，会增加主

动脉夹层发生风险。

以往，以张伯的情况，需要

转诊到上级医院，自今年5月南

海四院介入肿瘤科成立后，街坊

们在家门口即可享受优质医疗

服务。截至目前，该科室共完成

主动脉瘤腔内修复术12例。

西樵村（居）慈善基金启动

镇村联动 解决群众“小急难”

邻里药品共享
爱心温暖寒冬

西樵街坊自发开展邻里互助，共享防疫物资

八旬老人腹主动脉“隐形炸弹”清除了
南海四院为患者实施腹主动脉瘤腔内修补术，助其恢复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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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金瓯社区

大岸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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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岸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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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给患者做手术。 通讯员供图

■邻里之间共享物资。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