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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柯颂 通讯
员 黄卫梅）10月 11日，记者从
有关部门获悉，为向世界展示
中国花木之乡——横栏镇改革
发展成果，我市将于 11 月 2 日
至 3日在横栏镇中山市德华湿
地花海生态农场举办 2018 中
国·横栏花卉苗木博览会暨第
二届南中国园林苗木产业发展
高峰论坛。此次活动的主题是

“醉美花木之乡 商聚魅力横
栏”，是集花卉苗木展示交易、
信息交流、招商引资、商业洽
谈、学术论坛、交流互动于一体
的区域性花木行业盛会，将带

动区域经济绿色发展、转型发
展、错位发展、跨越发展，彰显

“中国花木之乡”的魅力。
本次活动由广东省花卉协

会、广东省风景园林协会指导，
中山市农业局、中山市林业局、
中山市旅游局、中山市横栏镇人
民政府主办，将延续上一届高峰
论坛的活动效果，进一步提升横
栏花卉苗木博览会的品牌效应，
使之形成横栏花木产业的品牌
活动。

横栏镇是中山 3个“中国花
木之乡”之一，是华南地区的花
木产业中心。该镇的花木产业

发展依靠千家万户的当地农
民。目前花木地的经营分为两
种方式：一种是由村委会规划
建设好之后公开发包给农户经
营；第二种是分配一部分土地
给当地农户自主经营。这样的
经营模式既保障了村集体的收
入，又解决了农民就业创业的
问题，使花木基地成为当地农
民创业的平台。

以三沙村为例，该村将主干
道路两旁的土地公开发包给农
户，每亩年租金均价超过 2 万
元，而各村民小组给每个村民分
配 0.4亩左右土地免费耕作，目

前该村年集体经济收入约 5000
万元，而农户基本实现 100%就
业，从事花木行业的农户占比高
达 85%。在花木场的经营上，花
木基地由传统种植基地转型为
集生产、销售、展示于一体的园
区模式，现在很多农户在横栏镇
经营一个 3—5亩的花木场作为
门面，而在外地拥有数十甚至上
百亩的生产基地，形成了“前店
后厂”的经营模式。

据介绍，2018中国·横栏花
木博览会是以政府及行业组织
为主导，开展集苗木、景观、花
卉、园艺、盆景、观鱼、园林灯具、

根雕、赏石、书画、摄影展览、美
食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节庆活
动，是国内规模较大、档次较高、
影响较广的区域性花木行业盛
会，不仅有专业的展览和技术论
坛活动，同时举办丰富多彩的文
娱、美食及乡村特色旅游活动。
据组委会介绍，已邀请的主要是
华南地区 800余家园林景观、工
程设计、苗圃等单位，国内知名
企业及行业权威专家，将以崭新
的交流、展示、宣传等多渠道推
广方式，进一步打造中山横栏的
花木品牌，促进花卉苗木行业的
健康发展。

市纪委监委派驻市委统
战部纪检监察组召开专题会
议，部署推进派驻部门党建
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确保全市统侨
系统风清气正

本报讯（见习生 王欣琳 记者 张房耿）
10月 8日，市纪委监委派驻市委统战部纪检
监察组牵头召开市委巡察整改专项检查情
况通报会，通报专项检查情况及整改方案上
报情况。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梁丽娴参加
会议并讲话。

会上，市纪委监委派驻市委统战部纪检
监察组通报了专项检查情况及整改方案上
报情况等，并提出工作要求和建议，各统侨
部门主要负责人作了表态发言并提出了下
阶段的主要工作安排。

梁丽娴充分肯定了市纪委监委派驻市
委统战部纪检监察组的做法，认为派驻组履
职担当，把工作做在前面，对所派驻的各统
侨部门开展专项检查和督查，是为各统侨部
门的党建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把脉会诊、开
出药方，有助于推进各部门的工作。

梁丽娴强调，各统侨部门要切实加强党
的领导，高度重视和扎实做好党建和党风廉
政建设工作：一要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增
强主体意识、责任意识。要把管好、做好党建
和党风廉政建设的第一责任落实到位，纳入
班子的重要议事日程，更要作为日常的重要
基础工作加以重点落实和推进。

二要自觉对标高标准严要求，进一步提
升工作水平和成效。针对市委前三轮巡察发
现的问题，结合部门实际以及纪检组提出的
意见建议立行立改，通过持续的整改不断提
升党建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水平和成效，
确保我市各统侨部门乃至全市统侨系统的
风清气正。

三要担当履职率先示范，进一步管好班
子带好队伍，扎实做好统侨领域各项工作。
着力打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高素质专业化
的中山统侨干部队伍。充分发挥好中山统侨
领域的资源优势，扎实做好我市统侨领域的
各项工作。

中山市人民群众接待室
人民调解工作室揭牌

信访群众现场可享
各项法律服务

本报讯（记者 张房耿 通讯员 陈娟）10
月 10日下午，市司法局、市信访局在我市人
民群众接待室举行“中山市人民群众接待室
人民调解工作室”揭牌仪式。这标志着我市
建立起人民调解参与信访矛盾化解工作机
制。今后，信访群众可在现场获法律咨询、法
律援助等法律服务。

据介绍，中山市人民群众接待室人民调
解工作室设立后，将通过安排律师、公证、司
法鉴定、基层法律服务、法律援助等法律服
务资源，进一步完善信访矛盾的接收、咨询、
审核、分流、衔接、化解等各项访调对接工
作，为来访群众提供各项法律服务。

市司法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逐
步建立规范有序的管理体制和监督机制，加
大经费保障力度及人员配置，并在各镇区信
访场所成立“人民调解工作室”。据统计，今
年 1-9月份，全市各类人民调解组织参与信
访矛盾纠纷化解案件46宗，成功45宗。

72个母婴室建设
步入收尾阶段
多个镇区相继开展验收工作

本报讯（记者 周振捷 通讯员 钟傅莲）
近日，南头、坦洲、三角、民众等镇区相继对
辖区内的首批母婴室建设进行验收。据悉，
今年市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全面推进公
共场所母婴室建设”的目标，将在各镇区新
建72个母婴室，目前该工作步入收尾阶段。

据坦洲镇妇联负责人介绍，为落实儿童
发展纲要规划的要求，提高母乳喂养率，以
实际行动推动国家“全面两孩政策”落地，该
镇首批申报的3个母婴室基本建成即将投入
使用。这 3个母婴室分别位于坦洲镇行政服
务中心、坦洲医院和坦洲镇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南头镇方面，首批申报的母婴室也是 3
个。经过近半年的选址和筹备，广济医院、南
头镇公共卫生服务中心的母婴室目前基本
建成，南城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母婴室预
计 10月底竣工。近日，该镇验收组参照相关
标准对各母婴室逐项对照检查，并提出改进
建议。

据市妇联数据显示，此前我市已在市行
政服务中心、孙中山纪念堂等建成首批30个
母婴室。眼下，各镇区首批母婴室建设正处
于收尾阶段。依据规划，全市力争到 2020年
建有200个母婴室，从而实现大型公园、医疗
卫生服务机构、公共文化活动场所、行政服
务大厅、重点交通枢纽、商业综合体、旅游景
点等重点公共场所基本覆盖。

今年最强台风“山竹”肆虐时，东区民兵应急分队队员汤建标两天两夜冲在一线，
清除倒伏大树时被树枝弹中下颚后头部着地重伤，昏迷6个小时，至今仍在医院治疗

“2018中国·横栏花木博览会暨第二届华南（中山）花木产业发展高峰论坛”将于
11月2日至3日举行

“醉”美花木展示横栏魅力

本报记者 李玮玮 程明盛

9月 17日 16时 35分，
与战友们在东区齐富湾社
区第一工业区门前清理一
棵倒下的大树时，树干着
地的一刹那，35岁的汤建
标不幸被树枝弹中下颚，
头部重重着地，当场晕倒，
被送往医院 ICU抢救。

昨晚，在市人民医院
病床上见到汤建标时，他
躺在康复科病床上，“山
竹”在这个汉子头上留下
的创伤依然扎眼，头顶有
一条刀疤，右侧大脑明显
塌陷，拆线的下颌留下长
长疤痕。这些都是台风送
给他的“生命印记”。

负责汤建标手术的神

经外科主任医师胡子慧
说，120急救车将伤者送来
时，伤者处昏迷状态，一边
瞳孔已放大，脑疝形成，这
是极度危险的信号，随时
有生命危险，必须立即进
行开颅手术。

胡子慧这样形容伤者
的危重程度，如果危重程度
最高的濒死伤者为3分，危
重程度最低的伤者为15分，
那么汤建标进来时才5分，
只比最危重者高2分。入院
诊断这样显示：患者右侧额
颞顶急性硬膜下血肿，血肿
厚度达15毫米；脑疝形成；
唇裂伤；下颌皮肤裂伤；右
顶部头皮血肿、颅骨骨折。

对医生而言，这是一
场与生命赛跑的手术。手
术室里，医护人员争分夺
秒；手术室外，汤建标的亲
朋、战友焦急地等待着，现
场气氛令人窒息。手术2个
多小时后，医生走出手术
室，告知手术成功，所有人
心中那块大石落地了。

从事发送院到推出手
术室，汤建标与死神进行
了 6 个小时长跑竞赛。不
过，随之而来的还有与疼
痛更长时间的较量。

手术后，因脑部血肿压
迫神经，常人无法想象的疼
痛让汤建标的手脚、身体不
停挣扎、扭动，白天深夜不

时发出嘶吼。出 ICU后，他
的手脚被束缚了4天。医生
说，手脚不敢松开，若伤者
抓掉了脑部引流管，就比不
做手术还糟糕。

好在，汤建标术后第
二天就清醒过来，这是一
个很好的征兆，医生都感
到振奋。胡子慧说：“这在
重度颅脑损伤者中非常少
见。”汤建标体质好，意志
力顽强，整个抢救过程家
属配合好，医院抢救应对
措施及时，都是手术成功
的因素。胡子慧说，快的话
还需要两三个月时间恢
复，半年后还要做颅骨修
补术，在头部植入钛合金。

如今再回忆事发时的
情景，汤建标只记得断树
落地，想不起自己受伤的
那一刻发生了什么。

战友冯荣源见证了汤
建标受伤的全过程。他说，
听到有人喊“阿标，你怎么
了”？一转身看到，几米外
的汤建标倒地后，神奇地
站了起来，摇晃着，又要往
后倒。曾在西藏服役的他，
两步并作一步，上前托住
了战友的身体，避免他再
次倒地。冯荣源掐住汤建
标的人中，另一位战友冲
过来按住流血的伤口，其
他人打电话叫救护车。从
事发现场的图片可以看
到，汤建标被战友抱住，下
巴血肉模糊，迷彩服被染

红一大片。
据冯荣源叙述，到事

发前，他们所在的 60人的
应急分队，已经连续奋战
了两天两夜。

9月 15日晚上接到命
令，队员们 19时 30分到东
区办事处2楼集中，当晚就
在那里值守，夜里裹着被
子躺在地板上，随时待命。

9月 16日台风登陆当
天一大早，应急分队分成
几路，深入社区疏散危险
地段人群，砍伐危房旁边
树枝，提前清除辖区台风
隐患。台风刚登陆，风雨仍
旧很大，汤建标与4位战友
在大鳌溪、小鳌溪一带巡
逻。他说，5个大男人坐在
车里，风将小车吹得摇摇

摆摆。
台风登陆当晚，全城

道路交通管制，他们分队
受命清理石岐中心小学一
带倒伏的大树，为学校复
课做准备，一干就是一个
通宵。倒伏的树有的一人
抱那么粗，由于树木太硬，
电锯两度损坏，不得不紧
急抢修。一段战友录下的
视频里，十几个身穿迷彩
服的队员喊着号子：“一二
推，一二推。”大家一起发
力，徒手将一棵剪去枝条
的盆口粗大树一步步推向
路边。这是一项需要人力
的活，离不开团队的力量，
没有人选择中途离开。油
锯的汽油味，四散的木屑，
混合着雨水、汗水，让他们

身上的衣服发出臭味。这
个活儿他们一点也不陌
生，去年“天鸽”肆虐后，他
们先干完东区的清理工
作，又集体去坦洲支援。

通宵作业到17日早上，
回到办事处，汤建标和队员
们简单早餐后和衣躺下，休
息仅2个多小时，又再次出
发，直到他受伤倒地。

汤建标位于白沙湾的
家距值守地点只有几公
里，在一线的两天两夜里，
汤建标只在台风登陆当天
深夜回了一次家，简单冲
了个凉，又走了。妻子周舜
珩当时已经睡下了，黑夜
中隔空叮嘱了几句。没想
到，再见到丈夫，是在医院
的急救室。

汤建标的病房一角，收纳着一个钓
鱼椅，打开可以坐卧，这是妻子周舜珩
的堂姐在汤建标住院4天后送来的。

汤建标住院的前三天，周舜珩的母
亲放下家里店铺的生意，母女俩天天守
在病床前，晚上坐在没靠背的塑料凳
上，困了就趴在病床围杆上。探病的堂
姐看了，找来了一把钓鱼椅。

周舜珩说，自己没有照顾重病人的
经验，如果没有母亲帮忙，最初那几天
真的很难熬。丈夫头几天左侧身体偏
瘫，几乎没有知觉。被束缚住的手脚，因
为疼痛力气变得很大，把床栏杆都晃动
了。丈夫不时发出嘶吼，一度有些情绪
失控，也掉过泪，为不小心受伤感到自
责，觉得自己成了负累，连累了家人。

看着丈夫疼痛难忍，听着他呼喊，
周舜珩心疼不已，但还带着微笑安慰
他。背过身，就到病房外找个角落痛哭
一场。

汤建标手术时，周舜珩拿着丈夫手
机，看到朋友无数条关切的短信和慰
问，她用丈夫的微信发了一条朋友圈，
感谢领导、同事、朋友、亲戚的爱护及关
心，“他能对社会对别人做到力所能及
的事情，作为老婆的我感到非常骄傲和
自豪。现在需要给时间他静养，等他把
身体养好了就会重新归队，回馈社会！”
这条朋友圈获得了数百个点赞和上百
条祝福。

一个个长夜在担惊受怕中度过，周
舜珩说最期盼见到第二天的太阳。“看
到清晨第一缕阳光照进窗户，我庆幸又
有新的希望。”

汤建标住院至今20多天，周舜珩一
直贴心守护，只回家睡过两个晚上，女
儿由家人照顾。许多次，女儿给妈妈打
电话：“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陪我睡一
觉？”往常，周舜珩晚上陪女儿睡着才回
到自己房间。

汤建标受伤后，相继迎来中秋和国
庆假期，他们三口之家都是在病房中团
圆的。中秋假期，一家三口在病房留下
一张团圆照。画面中，头戴红帽子的爸
爸眼睛肿成一条缝，女儿手捧红提，妈
妈双手比出胜利的姿势。周舜珩说，特
意给丈夫换了身运动衫，帽子也是特意
戴的，为的是遮住伤处，担心女儿看了
伤心。

国庆假期后，周舜珩恢复上班。早
上等医生查完房她就去单位，下午提前
下班接女儿，再拿饭到医院陪建标吃，
晚上守在病房，两人共挤一张病床。

汤建标住院期间，应急分队战友和
单位同事一直惦记着他，以各种方式发
来祝福，还专门录制了一段暖心视频。
东区办事处领导也协调各种医疗资源，
医院也非常重视。大家都期待他早日康
复出院。

离开病房前，我们问了周舜珩一个
问题，等丈夫伤好后，再遇到极端天气，
还愿意让他到一线冒险吗？她给了一个
不容置疑的反问：“为什么不呢？”

6个小时的生死较量

两天一夜只睡了2小时

20多天的
贴心守护

今年最强台风“山

竹”登陆前后，中山全市停

工、停产、停课、停市、停运，全市道

路实施交通管制18小时。当市民在家

安然度过台风天的时候，中山却有一群

人逆风而行，冲在防抗台风第一线。东区

民兵应急分队队员、东区卫计局卫计专

干汤建标在台风清障工作中重伤昏

迷，曾和死神赛跑 6个小时，他

的生命和健康，牵动了一

座城市的心。

汤建标受伤后在市人
民医院接受治疗，目前身
体恢复情况良好。

本报记者 缪晓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