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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女疑似轻生跳桥

车陂街工作人员耐心劝慰化险为夷

信息时报讯（记者 刘展萍

）“当时情

况很危险， 她的一条腿已经跨出了天

桥，桥下来往车辆川流不息，如果没有

人及时阻止，后果将不堪设想……”

4 月 7 日下午， 车陂街道党政办几

位工作人员经过东圃镇 BRT 人行天桥

时遇上了惊险一幕，一位少女将一条腿

伸出了天桥外，疑似有轻生的迹象。 几

位工作人员眼见此状，二话不说马上将

其拦下，才得以化险为夷。

成功将女孩救下以后，几位工作人

员担心她还有轻生行为，先将女孩带离

天桥，引导她一起到安全的地方，同时

不断耐心安慰该女孩， 让她舒缓心情。

起初，女孩三缄其口，不愿透露任何个

人信息，工作人员无法联系其家人。 在

工作人员耐心安抚和积极鼓励下，女孩

慢慢放下戒心， 与工作人员交流起来。

期间，女孩透露自己患有双向情感障碍

疾病， 每天要吃大量药物控制病情，正

在读初三，因病情休学在家，逐渐产生

轻生情绪。 但是，她却一直不肯向工作

人员透露其父母的联系方式及家庭住

址。 眼看女孩精神状态不

稳定，又无法获得其父母

的联系方式，无奈之下工

作人员只好报警，并陪同

女孩一起去到车陂派出

所。

“我们就在附近工

作，你平时就能找我们聊

天、 吃饭， 要相信你自

己！ ”来到车陂派出所后，

几位工作人员仍在不断

和女孩聊天，向她输送正

能量。 经过几个小时的接

触，女孩的轻生情绪得到

了转移，慢慢开始露出了

笑容。 另一方面，车陂派

出所也联系上了女孩的

母亲。 赶到现场后，女孩

母亲连声向车陂工作人

员道谢：“谢谢你们，不好意思给你们添

麻烦了。 ”

看到女孩在母亲的陪同下回家后，

几位工作人员这才放下心来。“我们也

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 这种情况

下，救人是每个人都会做的事，更何况

我们的职责本来就是为人民服务，这更

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

电动车逆行撞车怎么赔？ 车陂司法所成功化解纠纷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展萍）

4 月 1 日上午，车陂司

法所仅用 1 小时， 就成功调解了一宗道路交通事故引

发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3 月 17 日，陈某驾驶电动车逆

行，不慎与同样驾驶电动车的黄某相撞，导致黄某鼻梁

骨折受伤，交警判定陈某应负全责。 治疗基本结束后，

双方在支付误工费以及后续治疗费问题上多次协商未

成，产生纠纷，于 4 月 1 日上午到车陂司法所求助。 双

方到司法所时情绪十分激动，互相指责甚至出言辱骂。

接调后，司法所调解人员劝解双方先缓和情绪，随

后详细了解事情的经过、伤者的诉求、责任方的想法及

顾虑。 调解员分析出纠纷的关键点以及双方诉求后，耐

心向他们解释法律，并给出了合理的调解建议。 经过半

小时的“背对背”耐心调解，双方均接受了调解建议，就

赔偿事宜达成一致。

在司法所的见证下， 双方签订了调解协议并当场

履行完毕。 对于司法所高效便民的人民调解服务，当事

人均表示非常满意，表示司法所解开了他们的心结，实

实在在地为他们解决了困扰了半个月的烦心事。

发放无障碍辅具 走访残疾人家庭

车陂街举办2021年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辅具发放活动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展萍 通讯员

梁美英 ）

为倡导深入基层服务、实施政

府帮扶，确保将各类辅具送到最需要的

残疾人手中，为残疾人精准康复工作全

面铺开打下坚实的基础。4 月 9 日下午，

车陂街组织开展了 2021 年度残疾人家

庭无障碍改造辅具现场发放活动。

活动伊始，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薛燕

媚传达了文件精神。2020 年区残联出台

的《“幸福天河”残疾人服务资助管理办

法》对残疾人资助项目提标扩面，优化

了助残资助方式，明确资助申请、审批

和结算程序，清晰符合条件残疾人享受

资助的申请流程和界定各职能部门的

分工， 保证残疾人资助工作有效落实。

同时，2021 年多部门联合发布《广州市

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专项提升工作

方案》， 无障碍改造不仅是完善现代化

城市功能的需要，更是维

护残疾人等群体权益的

重要保障。

“爱心车陂、 幸福车

陂、有口街碑！ ”天河区残

联业务科科长王智斌高

度赞扬了车陂街残联工

作。 希望通过举办残疾人

家庭无障碍改造辅具发

放活动，进一步唤起全社

会重视、参与、支持残疾

人事业，为残疾人群体营

造良好的生活环境。

活动现场，车陂街为残疾人发放了

定位手表、闪光报警水壶、活动座厕、聋

人专用电磁炉、聋人专用电饭煲等无障

碍辅具。 随后，一行人走访了辖内一户

残疾人家庭， 检查无障碍改造项目情

况。 王智斌为厕所改造、屋内扶手以及

门口的相关设施提出了改造意见。 街道

残联对“一户多残”夫妻的身体状况和

生活情况给予问询，并鼓励他们树立信

心，积极乐观回归社会，携手共建美好

家园。

签约家庭医生

免费把脉验血

车陂街为老年人

健康保驾护航

信息 时 报 讯 （记 者 刘 展

萍

） 如何有效解决老年人因年纪

大， 看病路程远、 来回奔波的困

难问题？ 车陂街道办事处、 车陂

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车陂街道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车陂街社区社

会组织联合会、 西华社区党组织

经过统筹解决， 打通服务百姓健

康“最后一公里”。 4 月 16 日，

在车陂街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启动

2021 年重点人群免费体检进社

区活动， 现场设置了重点人群免

费体检点， 为老年人的健康保驾

护航。

活动当天， 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迎来了第一批老年人体检。 本

次检查项目丰富， 覆盖一般体格

检查及心电图、 B 超、 血尿常

规、 肝肾功能、 血脂、 血糖 、

HIV 等一系列检查； 体检结束

后， 社区医生还为每位老年人进

行健康评估、 中医体质辨识、 家

庭医生签约， 针对其存在的健康

问题， 给予不同的健康生活指导

及就医、 慢病服药、 康复等指

导。

与此同时， 车陂街大力推进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开

展， 分别在车陂街道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 天河区人民医院设置

日常体检点。 而在接下来的 5

月~11 月，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每月还将开展一场重点人群

免费体检 。 车陂街以方便群

众、 服务群众为前提， 大力宣

传老年人健康体检活动 ， 让

社区老人们充分认识自身健

康状况， 使重大疾病和影响

健康危险因素得到了逐步控

制。 同时普及全民健康生活方

式， 提高居民的健康素养水平，

把“我为群众办实事” 的活动真

正落到实处。

（本版图片由通讯员提供）

车陂街重点人群体检点直达

居民家门口。

在车陂司法所调解员耐心劝慰下，当事人成功调解纠纷。

车陂街举办

2021

年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活动。

车陂街工作人员陪女孩等待警察前来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