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远市人民医院大讲堂名称征集获奖名单
公 告

广大市民：
2018年2月，我院通过媒体向广大市民公开征集

以“大医精诚、护佑健康、让爱永恒”为主题的大讲堂名
称，得到广大市民的关注与参与，共收到557个名称，经
医院组织评委进行评选，共评出7个获奖名称（名称如
有雷同，以最先收件为准），现予以公告：

一等奖（2个）：医路有爱大讲堂、仁医大讲堂。
二等奖（2个）：爱心大讲堂、医患情怀大讲堂。
三等奖（3个）：医道初心大讲堂、爱的奉献大讲堂、

大医精诚大讲堂。
我院将会安排专人与获奖者联系，请获奖者将本

人的身份证复印件、银行账号复印件传真或邮寄到我
院，我院收到后通过转账汇款的方式将获奖款项直接
转账到获奖者账号。

联系人：张雨哲；联系电话：（0763）3113806； 传
真：（0763）3395300。联系地址：清远市新城银泉路清
远市人民医院办公楼402室，邮政编码：511800。

清远市人民医院
2018年7月10日

清远日报讯 记者黄馨 15日下
午，清远流行歌手梁紫丹2018夏日劲
爆主打粤语单曲《赤嘢》在清远举行发
布仪式，歌曲以充满活力的旋律和生
活化的词句，抒写清远人的夏日生活
乐趣，引爆清远人的朋友圈。

梁紫丹是土生土长的清远阳山人，
是清远史上首位“超女”唱将。2006年，
梁紫丹参加超级女声广州唱区比赛，荣
获唱区第10名、全国第24名，并成为全
国复活赛评委支持的实力五强之一。曾
推出《天仙缘》《紫色的声音》《放弃也是
一种美丽》等个人EP和专辑。

2016年底，梁紫丹作为“唱响清
远”流行音乐歌唱大赛第一季发起人，
担任导师、代言人，推出同名主题曲《唱
响清远》，2017年推出粤语催泪情歌
《他她》并获得第四届粤语歌曲排行榜
最受欢迎歌曲奖。同年作为嘉宾参与庆
祝香港回归20周年群星演唱会的演出。

今年6月，梁紫丹在城市广场前庭
举行全新虐心国语单曲《再见，前任》
新歌发布会及音乐会。继《唱响清远》
《他她》《再见，前任》后，梁紫丹再度携
手清远教师、香港拾点音乐词曲创作
人梁的仕推出夏日劲爆主打粤语单曲
《赤嘢》。
“创作歌曲的灵感来源于广东人

吃宵夜喜欢‘饮赤嘢’的经验。”梁的仕
笑说，“赤嘢”在粤语是“冰冻的饮料或
啤酒”的意思。广东人一说到“赤嘢”，
在夏天就特别令人“醒神”，像给又闷
又热又困的状态解乏充电。
“整翻支赤嘢，夏季杀到请不要

hea；整翻支赤嘢，全世界也都兴奋些
……”（来一瓶冷饮，夏天到了请不要
懒散敷衍；来一瓶冷饮，全世界都变得
更兴奋……）歌词表达了广东人对夏
日冷饮的热爱，以及对生活充满激情
和活力的态度。

歌曲中还加入一段趣味RAP（说
唱），邀请清远本土RAPPER（说唱歌

手） HYPEEZY和FM97.8清远交通
旅游广播节目主持人黄衡联袂献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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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新时代 新气象 新作为———学习宣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姻大观街（小街道，大观点） 救助城市流浪狗不是小事情
台风刚过的午后，十多名义工

在忙里忙外，搞卫生、冲洗狗舍、帮
狗狗剃毛、喷药、遛狗……这里地方
不大，一百多平方米的红砖平房，连
着一亩的草地，就是这60多条狗狗
的家———清远市伴侣动物救助领
养基地。这些狗狗来自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品种，因为各自的原因，都带
上一个共同的标签“流浪狗”。
我们必须向清远市伴侣动物

救助领养基地的义工和志愿者们，
以及向领养基地进行捐助的社会爱
心人士，给予崇高的敬意。尽管在很
多人看来，他们之所以愿意投入时
间、精力和金钱去照顾这些流浪动
物，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喜欢动物
的人士，是动物保护人士，但是我们
必须看到，因为他们的这种奉献和
牺牲精神而受益的，绝对不仅仅是
流浪猫狗，还有我们人类，还有我们
的社会和我们的城市。

最近几年，公众的动物保护意
识越来越高，喜欢饲养宠物猫狗的
人也越来越多，应该说这是社会文
明与进步的体现，也符合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建设生态文明的宗旨。
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主客观原因，
很多人不得不放弃了自己当初所
饲养的各种宠物，进而直接导致他
们成了城市流浪狗、流浪猫。从保
护动物的角度来说，从当中的精心
照料到现在的随意抛弃，是对动物
的一种伤害，也是饲养者残忍一面
的体现。
这些被抛弃的流浪猫狗，绝大

多数都会处在一种自生自灭的状
态，垃圾堆里翻找食物，患病以后没
有人理会，生存状况堪忧。然而这还
不是问题的全部，随着城市流浪猫
狗的增多，也增加了对城市居民的
威胁。比如有流浪猫狗可能会咬伤
人、抓伤人，这会导致狂犬病等严重

的疾病；再比如这些天天在垃圾堆
里面寻找食物的流浪猫狗，身上很
容易携带病菌，威胁人类的安全。

所以我们才说，清远市伴侣动
物救助领养基地所做的事情，不仅
仅关系到流浪猫狗的动物权利，同
时更关系到市民百姓的切身利益，
关心和照顾它们，就是保护我们自
己。而清远市伴侣动物救助领养基
地的存在，以及众多社会爱心人士
对它的支持，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
清远是一座有爱的城市，这样的社
会现象符合清远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的宗旨。

为了让这项事业做得更好，也
为了让动物领养基地的义工、社会
爱心人士感受到他们的付出是值
得的，我们在此做出如下的几点建
议：其一，饲养宠物不是一件小事，
清远市民在决定饲养宠物狗、宠物
猫之前，一定要谨慎考虑后再作决

定，这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动物
负责。而一旦作出饲养的决定，就
要善待动物，不能随意抛弃。即便
因为客观原因导致无法继续饲养，
那么也要做好妥善安排，而不能随
意遗弃，任由其成为流浪动物。

希望那些愿意领养宠物猫狗
的清远市民，积极和伴侣动物救助
领养基地进行联系，选择领养基地
的猫猫狗狗。这样既节省了自己购
买宠物的费用，同时也减轻了基地
的负担。其三，动物救助领养基地
要负责动物的饲养、疾病的治疗、
日常的管理照顾等等，开支不少，
所以希望更多清远爱心人士参与
捐助，不管是现金，还是狗粮、猫粮
等等，都是欢迎的。我们希望在大
家的共同努力下，能够把这份让流
浪动物和市民百姓都能获益的爱
心事业，做得更好，走得更远。

□ 王景涛

拥有200多栋建筑物、有
数千人生活的清远市清城区
炒沙村目前正面临着这样的
信息孤岛“威胁”。有市民向
本报报料，炒沙村4G信号极
差，不仅室内无法接通电话，
在室外通讯也经常断断续续，
就连扫描二维码付款都需要
走到户外才能支付。

用“信息孤岛”来形容目
前炒沙村所处的状态，算是十
分贴切。因为网络4G信号不
稳定，甚至是时有时无，给当
地数千人的工作和生活带来
了极大的困扰。尤其是现在
对于很多人来说，工作、生活
基本上都是通过手机、电脑在
网络上完成，如果网络信号不
好，对他们造成的影响或者说
损失可想而知。

而当这种情况反馈到运
营商那边，运营商也是很无
奈，因为这种网络信号不好
的情况，并非是他们造成的，

而恰恰是抱怨信号不好的当
地居民造成的。因为部分居
民担心网络基站有辐射，会
对附近居民的身体健康带来
危害，所以采取各种方式和
手段对附近的基站进行“逼
迁”，结果导致越来越多的基
站不是被迁走，就是停止工
作，最后就造成了网络信号
的不好。

辐射当然不好，但是通信
运营商的基站所发出的辐射
在安全范围之内，对人体无
害，这是早已得到科学证明的
事实，广大清远市民本不该以
讹传讹，最终既影响了运营商
的正常经营和服务，同时也让
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受到影响，
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希望当
地居民不要再有这样的误解，
然后由运营商对部分基站进
行复通，当地网络信号的问
题，也就解决了。

□ 王红晓

15日，2018年“清远·恒大
杯”青少年足球邀请赛正式拉
开序幕。来自全国131支青少
年球队2000余名球员参加了
本次比赛。15日是俄罗斯世界
杯举行决赛和正式闭幕的日
子，而就在同一天，这来自全
国的2000余名足球少年将在
清远正式展开较量，参加“清
远·恒大杯”的比赛。

一项比赛闭幕，一项比赛
揭幕，虽然两项赛事在重量级
别上完全无法同日而语，但从
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算是一
种薪火相传。毕竟谁也无法断
定，在未来的某届世界杯赛场
上，会不会有球员是从现在这
2000多名小球员中出来的。

近年来清远的足球事业，
尤其是青少年足球训练工作做

得风生水起，让清远“足球之
乡”的名誉进一步扩大。目前清
远拥有国家女足英德训练基
地、清新温矿泉足球训练基地、
名将足球训练基地等足球训练
基地。尤其是在2012年，恒大足
球学校在清远的落成，更是大
大提升了清远足球训练基地的
实力。

清远要想把“足球之乡”的
美名传承和发扬，一方面需要
打造自己重量级的高水平赛
事，提升赛事的含金量，让其在
全国各项足球赛事中能够占据
一席之地；二是与更多的国内
俱乐部合作，积极向俱乐部输
送高水平的足球运动员。只有
做好了这两个方面的工作，“足
球之乡”才能名副其实。

□ 廖玉波

清远流行歌手梁紫丹发布
2018夏日劲爆主打粤语单曲《赤嘢》

梁紫丹（左
三）《赤嘢》
新歌发布
会现场。

环卫工人，可能是各大城市中
最默默无闻，也最不可或缺的职
业。环卫工人为市容市貌付出了无
数辛勤的汗水，因此理应得到广大
市民的尊重与关心。然而，西安市
一群环卫工人最近的遭遇，却令人
十分心寒。
据《华商报》报道，西安市鱼化

寨的一批环卫工人，最近突然发现
工资骤降。月收入2600余元的环卫
工张女士，发现自己上个月的工资
一下子少了900余元。细究之后，他
们发现，罚款的原因竟然是是街道
办检查时发现路面存在烟头。按照
环卫工的说法，每发现一个烟头就
要被罚款1元。据当地环卫工人介
绍，街道办负责人甚至曾对他们表
示，有些人不好好干活，要“狠狠地
罚”，还说“要在今年一年罚我们18
万元”。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鱼化寨街
道办相关负责人承认了罚款的真
实性。街道办表示，由于鱼化寨环
境卫生提升有了新要求，在实施新
标准时，有些环卫工“难以适应”，
难免因为没打扫干净而被扣钱。

然而，要求街道上“没有一个烟
头”的规定，显然缺乏可行性与科学
性。正如张女士所言，扫得再勤快再
干净，也架不住有人往地上扔。因
此，路上在检查时出现个别烟头是
难以避免的。要从根本上解决这样
的问题，还是要靠文明劝导，让乱扔
烟头的人变少，而“一个烟头罚一块
钱”的规定，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反倒有刁难环卫工人之嫌。

所谓的“一年罚18万”，可能只
是街道办负责人一时的气话或口
误，但从中透露出来的蛮横、霸道
的工作作风，却十分令人失望。谁

给了鱼化寨街道办事处负责人信
口雌黄、口出狂言的权力？鱼化寨
实施的“新标准”，又是否经过了法
定程序的检验和审核？

如果公权力不受法律法规的
节制，各种“规定”很有可能就会成
为公权力手中随意揉捏的“橡皮
泥”。在这个问题上，哪怕只是一个
小小的街道办，也可能做出影响恶
劣的事情。据当地负责人称，环卫
工人的罚款会全部进入鱼化寨街
道办的账户。可是目前究竟罚了多
少钱，这些钱又要怎么用，该负责
人并未透露。这些钱究竟去了哪
里，用在何处？鱼化寨街道办必须
给公众一个明确的交代，否则，难
免有以权谋私的嫌疑。

环卫工人张女士上个月的工资
收入是1721元，而西安市全日制最
低工资标准为1680元/月。在环卫工

人收入已然微薄的情况下，还要对
她们施以严苛的罚款，显然不合情
理。鱼化寨环卫工反映，他们的日常
工作安排，并非如规定所说是“两班
倒”，而是一个人从早到晚超负荷工
作。街道办负责人解释称，这是因为
招不到人。在人员已然紧缺的情况
下，还要为难现有的环卫工人，这样
的做法无疑太过冷酷。

街道办看似不起眼，却是社会
治理中至关重要的基层环节。千里
之堤，溃于蚁穴，基层管理失序，整
个社会就难得安宁。环卫工人看似
不起眼，却是塑造美好市容市貌的
最大功臣。让环卫工人干着最辛苦
的活，却拿着最少的钱，如此令人
心寒的一幕，只会让一座城市失去
它的温度。

□ 李勤余07月17日中国青
年报

刁难环卫工人只会
让一座城市失去温度

暗访组现场要求施工单位迅速组
织整改，不按要求整改的，市住建局将
加大处罚的力度。并要求施工单位落
实“六个100%”的要求，积极采取建筑
施工扬尘防治措施。

在当日暗访中，市住建局还对该
局日前下发了停工通知书的懿峰雅居
项目开展“回头看”。该项目目前处于
基坑施工阶段，暗访组实地查看了基
坑周边的安全防护，现场围蔽情况，并
要求现场监督人员督促建设单位在停

工期间按规定对现场、临边洞口、设备
机具等危险场所进行围蔽，并持续监
测基坑沉降。
暗访结束后，市住建局总结时

表示，将从排查整改隐患、加大监管
力度、严肃督查问责、健全完善机制
四方面入手，把落实建设工程质量
安全监管和扬尘整治工作摆在最突
出的位置，强化建筑工地安全生产
监管，着力提升全市建筑工程质量
安全水平。

据悉，市住建局牵头成立了建
设工程百日攻坚联合督查组，对市
城区及周边的房屋、市政、水利、电
力、公路等建设工程以及省职教基
地、广清产业园等重点区域扬尘污
染治理每周开展联合督查行动。5月
底至今，督查组共开展6次联合督查
行动，出动巡查人员35人次，巡查工
地38宗。督查发现龙塘河截污工程、
“高接高”项目等项目未全面落实扬
尘防控“六个100%”措施，督查组将

存在问题的工地移交相关主管部门
处理并进行督办。
截至本月初，市住建局共发出督

办函17份，通过督办建立扬尘治理持
续改进的良性循环机制，形成各部门
对工地齐抓共管的监管合力。下一步，
督查组将继续加大对建设工程扬尘污
染防治工作的督查督办力度，并对存
在问题的工地进行“回头看”，稳步推
进施工扬尘污染防治工作，为改善我
市环境空气质量尽最大的努力。

市住建局暗访市区建筑工地
发现施工质量、安全管理和扬尘整治存在不少问题

清远日报讯 记者何帆 临时用电存在电缆拖地情况、钢筋等半成品锈蚀未及时清除，
基坑内积水未及时清理，塔楼和附楼的施工顺序可能带来施工质量风险。近日，市住建局暗访
组在市区彰泰红雅苑工地进行质量安全管理和扬尘整治暗访中发现了不少问题。

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营造文明乡风、淳美民风，由
市创文办指导，清远日报社面向全市发起“清远乡村文
明十二条”征集评选活动。通过“清远发布”“清远日报”
等平台，市民积极建言献策和投票。经过评审会审核甄
选，现将“清远乡村文明十二条”予以公示。

公示时间：7月16日———7月18日，公示无异议后，市
创文办将对“清远乡村文明十二条”组织发布和推广。电
话：（0763）3388630，联系人：张晓琪，邮箱：qy-
cjb3388630@163.com。

关于“清远乡村文明十二条”
征集评选结果的公示

创 文
让生活更美好

不乱扔垃圾，不焚烧垃圾

不放养家禽

不乱搭乱建

不在村道巷道堆放晾晒

不随地吐痰

不斗酒，不强行劝酒

不打骂，不讲粗话

不称恶称霸，不欺负老弱

不参加赌博

不聚众闹事

不破坏公共财物

不大操大办红白事

清远乡村文明十二条

mailto:cjb3388630@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