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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学医初心，牢记医者使命

广东医科大学举行下乡义诊活动

□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莫荣华 谢怀进 陈慧

有一种“三下乡”叫“你养育我，我

反哺你”。 7 月 8 日，由位于东莞市松

山湖的广东医科大学及位于湛江的

广东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湛江良

垌镇政府主办，良垌镇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广东医科大学橙光志愿服务队

等协办的一场“不忘学医初心，牢记医

者使命”送医送药下乡义诊活动，在湛

江市廉江良垌镇礼诗堂村文化楼展

开。 当日，广东医科大学党委书记、校

长卢景辉，广东医科大学党委副书记

罗辉，广东医科大学团委书记许崇泰，

广东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院长梁

光钧等参加了活动。 据悉， 广东医科

大学橙光志愿服务队成立 4 年来，致

力通过在广东医科大学就读的廉江

学子服务家乡来引领全省乃至全国

各大高校的廉江学子利用假期回乡

服务。

为家乡父老乡亲“送医送药”

主办方介绍， 广东医科大学橙光

志愿服务队结合医学院校特色，充分

发挥医学生的医学知识和实践能力，

整合广东医科大学湛江、东莞两校区

及第二附属医院资源，以“聚力橙光，

回报家乡”为指导思想，策划并开展

了此次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

为给乡亲们送去更加贴心的“大

礼包”， 广东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专

门抽调呼吸科、心脑血管科、内分泌科、

骨科、普外科、结直肠肛门外科、泌尿外

科、眼科、妇产科、儿科等科室多名专家

组成的精准扶贫医疗专家组，与广东医

科大学橙光志愿服务队联合对当地群

众进行免费测量血压、血常规、视力、全

腹 B 超、心电图等，并对常见病、慢性

病进行初步筛查、诊断和治疗，并结合

病情为其制定合理的健康指导方案，解

决了当地群众就医难问题。

活动现场， 村民们早早地排成了

长队， 广东医科大学橙光志愿服务队

及附二院的志愿者们耐心地指导村民

有序地进行检查， 医护人员仔细为他

们体检及诊治疾病， 并讲解医学知识

和用药常识，针对常见病、多发病进行

健康知识宣讲及赠药。同时，广东医科

大学虫虫服务队的队员为村民提供推

拿、刮痧等中医理疗服务。

获得当地群众赞扬和认可

“乡下年轻人很多都外出工作了，

留在家乡的以老人和小孩为主， 平时

有个头痛脑热，缺乏科学指导。橙光志

愿服务队为我们送医送药， 真的很贴

心。 ”前来问诊的李阿婆高兴地说。

据主办方介绍， 有一位行动不便

的老人得知义诊消息后， 从隔壁村推

着轮椅专门赶过来， 让志愿者为他检

查身体。“体检结束后，老人紧握着我

们的手感谢我们。 ”服务队的同学说，

得到老人的认可， 觉得一切的付出都

是值得的。

据悉，义诊当天，卢景辉专门来到

现场，看望“三下乡”的学生，为他们加

油打气， 并与橙光志愿服务队队员一

起发放粮油等生活必需品给当地贫困

村民。“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应该是

每一个大学生的使命。 作为医科大学

的学生， 更应该了解基层老百姓的疾

苦和需求。 ”卢景辉表示，广东医科大

学领导及中层干部跟随学生一起“三

下乡”已成传统，他们每年都以指导老

师身份跟随学生一起“三下乡”。

东莞交警支队铁骑大队成立1年，24小时巡逻针对性治堵

东莞铁骑力保6条城市快速路通畅

7月11日是东莞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铁骑大队

（下称 “交警支队铁骑大

队”）

正式成立一周年的日子。 当天，

东莞市交警支队举行了一周年纪念

活动。 记者在活动现场了解到，过去

一年，该大队通过开展“党员先锋岗”

创建活动， 发挥党员示范带头作用，

在排堵保畅、服务市民、守护平安工

作中取得了优异成绩。

24小时巡逻 拥堵指数下降

2017年8月，交警支队试点成立公

安铁骑队伍。 2018年7月，交警支队铁

骑大队正式成立，由33名民警和143名

队员组成，其中党员57人。

“大部分队员没有警队工作经

验，刚开始出去巡逻都不知道该做些

什么，铁骑作用发挥不充分。 ”交警支

队铁骑大队副大队长、临时党支部组

织委员陈进峰说，这个时候就需要党

员带头，凝聚队伍战斗力，具体抓手

就是创建党员先锋岗。

2018年9月21日，交警支队铁骑大

队开始全面负责全市6条快速路的排

堵保畅工作， 建立24小时巡逻机制，

每天保证3/4警力在路面进行日常巡

逻、交通疏导、违法查处、事故处置等

工作。 党员先锋岗针对车流量大、易

拥堵路段，开展高峰期值守、平峰期

巡逻的勤务模式。 如今，每天高峰期，

市民都可以在中医院附近松山湖大

道转环城路的路口，看到交警支队铁

骑大队先锋党员的身影。

交警支队铁骑大队在全面负责6

条城市快速路仅两个月，就实现了交

通拥堵指数下降、 交通事故宗数下

降、快速反应能力提升、群众出行效

率提升的“两降两升”成绩。 据统计，

自交警支队铁骑大队创建“党员先锋

岗”起到2019年6月，整个大队纠正各

类违法2182宗，其中党员先锋纠正983

宗；整个大队处置交通事故9215宗，其

中党员先锋处置4147宗； 整个大队指

挥疏导交通17126宗，其中党员先锋指

挥疏导交通7707宗。

救助群众 党员先锋冲在前

在上述的统计数据中，整个大队

协助市民求助708宗， 其中428宗有党

员先锋的身影。

比如今年7月5日9时10分，交警支

队铁骑大队队员王国豪接到警情：马

石山隧道内，有一名老人手部受伤流

血，需尽快到场核实情况并通知120到

场。 5分钟内，党员先锋周文栋与王国

豪同时到达现场，发现一名老人瘫坐

地上，手腕流血。

经了解，老人伤势不重。 通过警

车鸣笛和交通管制等方式，铁骑队员

引导救护车到达现场。 医护人员对老

人进行急救包扎并打算送回医院进

一步救助。 铁骑队员沿路护送到医

院。 得知老人心情仍未平复，王国豪

还在医院耐心开导老人。

“类似的好人好事还有不少。 ”陈

进峰说，交警支队铁骑大队在巡逻过

程中，发现需要救助的情况都会伸出

援手。

信息时报记者 曾德顺 通讯员 李慧琳

虎门将建太平手袋厂

纪念公园

1978年， 中国内地第一家“三来一

补”企业———太平手袋厂落户东莞虎门，

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 见证了虎门敢

为人先的精神， 如今大家对太平手袋厂

依然难以忘怀。 近日，太平手袋厂纪念公

园首批物品捐赠仪式在虎门文化大楼举

行， 捐赠者都是虎门太平手袋厂原来的

老员工，缝纫机、锁边机、线圈配件，还有

不同款式的手袋包包， 都是捐赠者收藏

多年的“老宝”。

据介绍， 这台缝纫机正是太平手袋

厂第一批使用的机器。 不少手袋款式打

版样品就是在这台缝纫机下诞生。 据捐

赠者苏秀仪说，当年工厂倒闭了，她怀着

不舍的情感购买留下了它， 如今已陪伴

她40多年了。 她得知虎门将建太平手袋

厂纪念公园，非常激动，还动员当年的老

朋友一起参与捐赠。

现场还有一张泛黄的证件， 这是当

年手袋厂员工谭月娥的工会证。 谭月娥

是第一批入厂的员工， 当年因出色的工

作能力被安排到生产岗位上， 是全厂第

一个因超额完成工作任务获得奖励的员

工。 谭月娥珍藏这张工会证多年，见证了

这一段不一样的过去。

为大力传承和弘扬以敢为人先、改

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铭记历史、启

迪当代、激励后人，虎门拟建太平手袋厂

纪念公园， 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反映太

平手袋厂的相关藏品。 征集范围包括太

平手袋厂筹建、成立、发展过程中的各种

代表性历史见证物。

据悉， 虎门太平手袋厂纪念公园选

址虎门镇人民南路执信公园二期， 占地

面积约6000平方米，包含纪念馆、户外雕

塑、户外广场和园林等。 展馆将体现原厂

房主体建筑风格，同时通过展品陈列、主

题雕塑、户外展示、景观等突出公园的纪

念意义和教育意义。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通讯员 虎门宣

志 愿

服 务 队 在

义 诊 现 场

合影。

纪念活动现场，铁骑队员展示技能。

通讯员供图

桥头警方11小时

破获街头抢劫案

近日， 东莞市桥头镇警方快速侦破

一宗抢劫案，成功抓获两名犯罪嫌疑人，

起回事主被抢财物。 从事主报案到成功

破案，桥头警方仅用了 11 小时。

事发于 6 月 28 日 23 时左右， 事主

刘先生报警称， 他刚刚步行至桥头镇桥

新路附近绿道时， 被两名男子胁迫并抢

走了一台手机和少量现金， 随后两名男

子快速逃离现场。 接报后，桥头镇公安分

局连夜展开调查， 通过倒查案发周边视

频监控，成功发现两名嫌疑人的踪迹，并

掌握其体貌特征等信息。 通过深入研判，

侦查员锁定了嫌疑人逃跑去向及活动范

围，随即展开布控工作。

6 月 29 日 10 时左右，侦查民警发现

两名嫌疑人出现在桥头镇工业路附近，

桥头警方认为是抓捕的好时机， 于是便

衣行动组迅速出击， 在桥头镇工业路商

业街将两名嫌疑人围捕抓获。 经审讯，犯

罪嫌疑人吴某祥、 杨某丑对犯罪事实供

认不讳，目前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案件正

在进一步办理中。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莫衬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