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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张玉琴）

越

秀西湖花市享有“百年花市”美誉，一

直是广州的中心花市，吃完年夜饭后

逛西湖花市也是老广除夕的保留节

目。

1月13日， 记者从越秀区获悉，1

月22日~2月15日，越秀区将于线上举

办2022年越秀西湖网上花市，市民足

不出户就能线上赏花买花；线下花市

路段将不设置档位不开展交易活动，

但会在西湖路东段设置一个迎春虎

年绿化小景，供市民观赏。

今年，根据广州市花市办的统一

部署和要求，越秀区按照“线上为主，

线下为辅”的工作原则，在全面落实

疫情防控措施的基础上，从严从细做

好线上线下春节鲜花售卖活动的组

织管理工作。

为满足市民在新春佳节前购置

年花的需求，将在部分街道社区选择

户外开阔、通风良好的区域，合理设

置春节鲜花临时售卖点，为广大市民

群众营造平安、健康、有序、祥和的迎

春氛围。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子垤）

近日，农

行广州东城支行举办2022“挥春迎福”挥

春活动， 邀请知名书法家为客户挥春送

福。

活动现场，书法家们按照街坊们自选

或自拟的春联内容，即席挥毫，一书而就，

赢得一片赞誉。一幅幅寓意吉祥的春联跃

然纸上，映红了街坊们的笑脸，也送出了

农行对街坊们最美好最真挚的新春祝福。

除了挥春送祝福，东城支行的员工还

在现场向客户普及防范金融诈骗、 反洗

钱、个人信用记录等金融知识，提高客户

的金融安全意识，希望大家都能度过一个

温馨祥和的春节。

据介绍， 农业银行作为大型国有银

行，多年以来在发展业务的同时，更注重

回馈社会。 近几年，农行广州东城支行每

年都会在新春来临之际举办挥春回馈活

动，邀请书法家为广大群众挥春送祝福。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子垤 通讯

员 江楠）

寒假将至，学生们的安全问

题不容忽视。 记者昨日从广东消防部

门获悉，今年以来，广东发生了多起

孩子被“关”或被“卡”的安全事故。 广

东消防提醒家长， 寒假即将来临，家

长应加强监护和管理， 以免发生意

外。

1 月 8 日 21 时许，清远市一名年

约 5 岁的小男孩在户外玩耍时，尝试

爬树玩耍。 在攀爬过程中，其左脚被

卡在树杈之间，无法动弹，家人多次

尝试把小男孩的脚拉出无果，只能打

119 求助。

很快，当地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

场， 用液压扩张器扩张树木之间，并

安排一名消防救援人员托举小男孩，

并不断安抚他的情绪。 经过 5 分钟的

救援，小男孩终于被成功救出，经检

查被卡部位没有受伤。

1 月 8 日 17 时 01 分， 肇庆市封

开县一小孩脚被电动车夹住，无法脱

离，消防救援人员获悉后立即赶往现

场。 在现场，消防救援人员发现小孩

的右脚被夹在电动车后轮与车子轴

承中间，无法动弹。 队员们首先帮忙

安抚小孩的情绪，随后用电动扩张器

与液压扩张器开展救援，顺利将其解

救出来。

广东消防提醒：寒假即将来临，

家长应加强监护和管理，随时留意

孩子的动向，不要将孩子单独留在

家中或让其独自玩耍。如果出现孩

子被“卡”被“困”的情况，家长们一定

要冷静处置， 在无法解决的情况下，

尽快拨打 119 电话求救。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少韩）

1月

6日傍晚6时左右，在北海开往广州南

的D3720次列车上， 巴西籍旅客麦迪

身体不适，向列车工作人员求助。 广

东省中医院乳腺一科规培医生陈瑞

莹听到列车里的广播寻医后，迅速前

往救助，用中医针灸疗法帮助外国友

人缓解症状。

陈医生在高铁上用中医救人的

事迹， 在网络上获得众多网友的关

注。 1月14日，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联

合信息时报授予陈瑞莹正能量特别

奖，为她颁发5000元正能量奖金。

高铁上遇广播求医

中医出手施救

事发当天，刚刚休完假的陈瑞莹

从老家坐高铁回广州。 听到列车上的

求医广播后，陈瑞莹迅速找到麦迪所

在位置。“因为列车里比较闷，我看到

麦迪的时候，列车员已经把她转移到

空气较为流通的车厢过道。 同时，还

有一位旅客也主动过来当翻译。 ”得

知麦迪患有幽闭恐惧症，8个月前也

发生过跟现在一样心慌、手麻脚麻的

症状后，陈瑞莹决定用针灸疗法帮助

麦迪缓解症状。“当时我正愁没有带

针灸器具， 刚好有一位旅客带了，给

我送了过来。 ”随后，陈瑞莹向麦迪征

求意见， 麦迪说：“我没有接触过针

灸，但是我愿意试试。 ”

征得麦迪同意后，陈瑞莹让麦迪

先喝下功能性饮料， 好让其补充能

量，再用针灸疗法缓解其症状。 施针

治疗3分钟后， 麦迪表示自己的症状

已有所缓解，又过了7分钟，麦迪手脚

麻木的症状也得到缓解，“大约15分

钟左右， 麦迪的症状基本上缓解了。

很快，列车也到了广州南站，麦迪联

系了家属来高铁站接她，我也就放心

地离开了。 ”陈瑞莹说。

医者无国界

用小举动传播正能量

1月14日，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

联合信息时报授予陈瑞莹天天正能

量特别奖及5000元奖金。 在给陈瑞莹

的颁奖词中这样写道：“外国乘客突

发急症，广州女中医施针缓解。 从听

闻，到施救，她着急赶至，却落针从

容。她的现身，是急病人之所急。抛去

顾虑，全凭一颗医者仁心。 医者无国

界，她缓解了外国友人的病痛，也赢

得了我们的掌声。 她是治病救人的医

者，也是国人心中的骄傲！ ”

“那天过后， 我一直都觉得我做

的只是一件小事，没想到获得大家的

关注和天天正能量特别奖。 看到很多

人因为我做的这件事感受到了正能

量，我觉得非常开心！ ”陈瑞莹说。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崔小远）

昨日，广

州市花都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

指挥部发布关于 1 名国际航班高风险岗

位闭环管理工作人员例行检测阳性情况

的通报。 通报称，在对国际航班高风险岗

位闭环管理工作人员例行新冠病毒核酸

检测中，发现 1 例阳性，立即闭环转运至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市八医院隔离医学观

察，经诊断为无症状感染者。

该工作人员，女，37 岁，航空公司国际

航班清洁员， 近 14 天均居住于高风险岗

位人员集中居住场所， 接受全程闭环管

理，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频次为“1 天 1 检”，

此前例行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现已对

涉及的场所进行管控并严格落实消毒措

施，正有序组织流调溯源、核酸检测等相

关处置工作。

广州市花都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防控指挥部提醒，请广大市民群众进一

步提高防范意识， 做好个人日常防护，科

学佩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保持社交距

离。 如有发热等不适症状，在做好个人防

护的情况下， 尽量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

具，及时到医疗机构发热门诊就诊。

越秀西湖花市下周六“上线”

至2月15日结束，西湖路东段设迎春绿化小景供市民观赏

农行广州东城支行举办“挥

春送福”迎春活动

书法名家

即席挥毫送祝福

小孩被“关”被“卡”安全事故频发

广东消防提醒：寒假勿将孩子单独留在家中玩耍

外国乘客突发急症，中医施针救助

信息时报联合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奖励医生陈瑞莹5000元奖金

陈瑞莹用针灸疗法帮助麦迪缓解症状。 受访者供图

荨

广东省中医院乳腺一科规培医生陈瑞莹。 受访者供图

农行广州东城支行举办

2022

“挥春

迎福”挥春活动。 通讯员供图

花都区通报

发现1名无症状感染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