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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 刊 词
因为我们有梦想袁我们需要一个激扬文字
的舞台袁叶台山妇幼曳创刊了浴 这是时代的感召
和呼唤浴 怀着对台山市妇幼保健院的眷恋情
怀袁满载全院职工的期望袁台山市妇幼保健院
院报叶台山妇幼曳带着幼芽萌发的稚气和朝阳
渐升的活力袁走进了您的视线遥 这是我院政治
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袁也是我院日益发展
壮大的重要标志遥
叶台山妇幼曳是一个开放的平台袁她是医院
对外宣传的窗口袁也是横向交流的纽带曰她是
医患沟通的桥梁袁亦是全院员工学习交流的园
地遥 叶台山妇幼曳 将忠实地记录医院改革发展
进程袁展示医务工作者的精神风貌袁传播最新
的妇幼卫生保健知识遥
叶台山妇幼曳的诞生如同一棵刚刚出土的
幼苗袁扎根于医院文化的土壤袁沐浴着改革开
放的阳光袁成长于百花齐放的季节袁她的成长
需要全院员工的精心培育和呵护遥 愿她与台
山妇幼保健院的发展共存袁 祝愿她枝繁叶茂袁
果实累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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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大楼进入装修尾声

A1

由香港台山商会及陈启球尧陈启豪昆仲捐资购进装修扩建

图是正在装修的科教大楼外观

香港台山商会首长莅监指导
势袁 这与院领
咱本报讯暂
导班子强有力
香港台山商会
的凝聚力和
理事长陈启
野科教兴院冶这
球袁 副监事长
一办院思路能
黄福根等在市
一以贯之是分
卫生局局长彭
不开的遥 他们
浩晃 渊左二冤袁
称赞院领导班
本院院长郑大
子重视学科建
有袁 副院长陈
设袁 并善于施
达荣等陪同
政尧敢于管理袁
下袁于 2008 年
医院学科不仅
4 月 8 日到本
有了快速发
院参观指导遥
展袁 同时也推
在参观
图是客人们在本院的科教大楼参观指导
动了医院各项
中袁 客人们高
事业的发展袁获得各方面的骄人成绩是名
度评价本院科教大楼的基础建设情况遥 他
副其实的遥
渊鹏 雅摄/文冤
们说袁医院这几年呈现非常良好的发展态

陈策文先生参观儿童保健大楼
2008 年 4 月 11
日袁 旅港实业家尧台
山荣誉市民陈策文
先生渊左三冤袁在台山
市副市长程怀远渊左
四冤和本院院长郑大
有渊右二冤袁副院长陈
达荣渊左二冤等的陪
同下袁参观了本院在
建的儿童保健大楼遥
渊鹏 雅摄/文冤

咱本报讯暂由香港台
山商会捐资 115 万 元人
民币购进袁旅港乡亲陈启
球尧 陈启豪昆仲捐资 60
万元人民币装修扩建的
台山妇幼保健院科教大
楼袁 现已进入装修尾声袁
不日完成袁交付使用遥
去年初袁得悉妇幼保
健院需开设妇幼保健科
教场所袁香港台山商会理
事长陈启球袁监事长雷灼
南袁 副理事长林国筹尧刘
桌波袁 副监事长黄福根尧
黄福培及全体理监事积
极回应袁鼎立支持遥 陈启
球尧陈启豪昆仲则心系家
乡妇幼之康宁袁慷慨捐资
装修该楼遥 该楼高 7 层袁
占地面积 580 平方米袁建
筑面积 3000 平方米遥
渊鹏 雅图/文冤

市卫生系统举办野迎奥杯冶 排球锦标赛

本院女排获得冠军

图为比赛结束后袁市卫生局局长彭浩晃等及本院领导与全体队员合影留念遥
团队精神袁打出了气势袁赛出了水平遥经
咱本报讯暂由市卫生局举办的卫生
过三天的激战袁我院女子排球队完胜卫
系统野迎奥杯冶男尧女子排球锦标赛袁自
生局联队和中医院队袁一举夺得市卫生
2008 年 6 月 11 日正式开锣以来袁本院
系统野迎奥杯冶排球锦标赛的女子冠军遥
女子排球队经过初赛尧复赛两轮的艰苦
渊梁逸敏 文 辕 黄健鹏 图冤
野撕杀冶袁顺利晋级总决赛遥 6 月 27 日至
29 日一连三天的总决赛在市
体育馆举行袁院团委尧院工会
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啦啦队到
场为女子队员打气尧加油遥 总
决赛期间袁队员们精神抖擞袁
英姿勃勃袁 有巾帼不让须眉
的气势袁 再加上本院啦啦队
不断传来阵阵激励的呐喊加
油声袁 令到场上队员越打越
起劲遥 凭着过硬的本领袁超常
图是比赛场面
的发挥袁大家团结一致袁凭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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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拿督黄小娟到访
并探望了三胞胎

妇产科是超声应用的
一个非常广阔的领域袁 近
年来袁 超声技术的日新月
异袁 特别是彩超的运用与
应用袁 使超声水平进入一
个新的阶段袁 用其他方法
无法替代遥

一尧 产科检查
适应症院

淤
咱本报讯暂2008 年 4 月 7 日袁祖籍台山的
马来西亚拿督沙巴州四邑公会联合会总会
长黄小娟女士渊图 员 右 源冤一行袁在外事侨务
局副局长彭启金 渊图 1 右 1冤 和院领导郑大
有尧陈达荣尧陈文英等陪同下袁参观了本院袁
了解发展及规划情况袁宾主双方交换了纪念
品遥 并到产科一区探望了刚出世不久的三胞
胎婴儿渊图 2冤
访问期间袁黄小娟对本院的发展表示赞
赏袁并表示进一步加强沟通袁增进友谊袁为家
乡的发展作出贡献遥
渊鹏 雅图/文冤

于

本院员工积极捐款支持汶川灾区
全院共捐资 78430 元
咱本报讯暂自 5.12 四川汶川大地
震发生后袁 本院领导班子不但带头捐
款袁并发动全院员工捐款支持灾区袁广
大干部职工积极响应袁踊跃捐款袁共捐
款 78430 元遥 员工们还发动家属和退
休职工也参加到捐款行列袁献出爱心袁
其中暨惠萍的丈夫余伟成先生捐款
2000 元遥
另袁本院党支部为支持震区救灾袁
开展了 野交纳特殊党费袁 向灾区献爱
心冶活动袁全体党员踊跃参与袁用交纳
党费的形式袁 再次以实际行动支持灾
区的抗震救灾遥 据统计袁全院 52 名共
产党员自愿交纳特殊党费 6250 元遥
渊办公室冤

党员交纳特殊党费 6250 元

图是本院员工捐款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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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1冤 确 定有 无早 期
的 妊娠 渊5-6 周 冤袁 了 解
早期的妊娠袁 中期妊娠发
育是否正常袁 有无异常妊
娠 渊流产袁 宫外孕袁 葡萄
胎袁 胎儿畸形等冤
渊2冤 了 解胎 位袁 有
无多胎妊娠遥 为临床上妊
娠月份不清楚的孕妇估计
胎龄遥
渊3冤 观 察胎 儿发 育
是否正常袁 有无发育迟缓
或畸形遥
渊4冤 观 察羊 膜腔 位
置袁 引导羊膜腔穿刺袁 测
量羊水量遥
渊5冤 判断胎盘位置袁
有无前置胎盘袁 胎盘老
化袁 胎盘早期剥离等袁 观
察胎儿脐带有无绕颈遥
渊6冤 观察卵泡发育袁
便于治疗不育症遥
渊7冤 追 踪观 察妊 娠
期间阴道流血的原因袁 从
观察胎儿宫内正常发育过
程袁 诊断异常袁 评价宫内
胎儿生物行为介入性产前
诊断袁 超声以其无创简
便袁 重复性强袁 准确性高度等优点非常普通
地深入产科各个领域遥

二尧 妇科适应症院

渊1冤 测量子宫的大小袁 形态袁 排除有
无先天性畸形遥
渊2冤 观察子宫内部回声情况袁 了解有
无肿瘤以及肿瘤的性质是实性还是液性袁 内
部回声是否均匀遥
渊3冤 了解盆腔内有无肿瘤存在袁 观察
肿瘤与子宫以及其附近的位置关系袁 以及肿
瘤的大小袁 形态袁 边缘和内部回声情况遥
渊4冤 了解有无子宫肿瘤合并妊娠袁 估
计肿瘤受压情况遥
渊5冤 观察盆腔内脓肿范围与近邻关系遥
渊6冤 了解卵巢发育情况袁 追查有无畸
形袁 炎症袁 肿块袁 观察肿物大小袁 形态和内
部回声情况遥
总之袁 妇科超声方法应用广泛袁 对指导
妇科疾病的临床处理袁 手术指征的掌握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遥
渊功能科 赵映君冤

钼钯乳腺摄影检查新技术

子宫颈癌早期发现新手段

本院购置的该设备已投入使用

本院运用液基细胞学检测渊TCT冤表现良好

咱本报讯暂乳腺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
性肿瘤之一袁近年来袁乳腺癌的发病率在
我国逐年增高遥 然而袁其病死率却并没有
增高袁这与近几年来注重早发现尧早诊断
密切相关遥 乳腺钼钯 X 线摄影被公认为
早期发现乳腺癌的重要检查手段遥
我院新购置意大利产的钼钯乳腺摄
影装置于 2007 年 11 月正式投入使用遥
钼钯摄影装置是一种软线摄影袁 针对的
是软组织疾病检查尧诊断袁特别是乳腺疾
病诊治有较大价值遥 此项先进乳腺摄影
新技术检查与相关其它检查技术相比院
被检者受照射剂量小袁 并提供了更为直
观尧清晰的立体影像袁具有图像清晰尧分

辨率高袁显示乳腺结构层次丰富袁供诊断
的信息量大袁发现病灶率高袁有利于小病
灶的检出等特点袁 能为临床诊断乳腺炎袁
乳腺小叶增生袁肿瘤渊含肿瘤样病变袁如囊
肿冤等乳腺疾病提供较为准确依据袁特别
是能捕捉到对乳腺癌具有诊断意义的微
小钙化灶袁 临床应用证实它能发现小于
5mm 的癌肿遥 它对乳腺癌的早期诊断正
确率高袁可以至少比临床提前 1 年发现乳
腺癌遥钼钯乳腺摄影检查新技术还适用于
乳腺管造影或经皮穿刺造影可
发现乳腺管及腺体相关病变袁
为女性患者首选检查渊或普查冤
方法遥
渊妇幼股 陈惠玲冤

咱本报讯暂液基细胞学检测技术是
国际卫生组织确定的子宫颈癌早期筛
查的最佳方法袁通过美国 FDA 认证袁已
被 42 个国家和地区所采用遥 对于发现
性生活后有阴道出血尧宫颈糜烂尧宫颈
肥大尧人乳头瘤病毒感染者袁生殖器疱
疹病毒感染者尧多性伴侣者尧早期性生
活多育者尧口服避孕药者尧吸烟及低收
入者渊宫颈癌的高发人群冤袁以及绝经后
不规则阴道流血的妇女都应及时和定
期地进行宫颈细胞 学检查袁
而液基细胞学检测方法应作
为首选的细胞学检查方法遥
权威机构和专家建议 院

新技术

任何有三年以上性行为或 21 岁以上有
性行为的妇女袁都应每年进行一次宫颈
细胞学检查遥 当连续 3 次或 3 次以上检
查均获得满意且正常的结果袁则可由医
生决定对低度危险者减少检查次数遥 条
件有限时至少应对以下有高危因素者
进行筛查院淤多个性伴或性伴有多个性
伴曰于早期性行为曰盂性伴有宫颈癌性
伴曰 榆曾经患有或正患有生殖道 HPV
感染曰虞HIV 感染者曰愚患有其它性传
播疾病渊STD冤者曰舆正在接受免疫抑制
剂治疗者曰余吸烟尧毒瘾者曰俞有过宫颈
病变尧宫颈癌尧子宫内膜癌尧阴道癌和外
阴癌等病史者遥
渊妇幼股 陈惠玲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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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夫妇不孕不育
本院专科攻克难题

咱本报讯暂生殖健康水平标志着
当地社会建设整体水平遥 近年来袁男
女生育力下降袁不孕不育发病率不断
攀升袁而诊疗技术日益更新遥 不孕不
育学科是我院特色专科袁 拥有经验丰富的诊疗专科
医生袁 主要医护人员师从中山大学和南方医科大学
生殖医学中心专家遥 学科设备齐全袁能应用免疫学与
遗传学等领先科技手段分析引发女性不孕症与男性
不育症的各种原因曰能成熟开展 B 超监测卵泡发育尧
子宫输卵管造影与宫腔镜和腹腔镜下各种矫形和微
创手术 等技术遥 男性科借助对精子形态学与免疫学
检查尧对精浆生化的检查袁探讨精子优化技术遥 五年

来针对引发不孕不育的 100 多种原因袁 实行个性化
诊疗方案袁 积极有效治疗各种女性不孕症与男性不
育症袁受到海内外病患者赞誉遥 如某妇女已婚多年不
孕袁经本院不孕不育专科治疗后袁终于怀孕生产袁其
小孩现已上幼儿园了遥 又一妇女结婚 10 年且宫外孕
一次袁经本院精心治疗后袁现终于怀上 BB 了遥
本专科坚持野以人为本冶的服务理念袁同时袁倡导
男女同诊同治的理念遥 借助一流设备袁一流人才袁一
流技术袁 一流服务袁 实行全程跟踪的贴身式诊疗服
务袁希望把孩子的欢笑带到每个家庭遥
本院不孕不育专科联系电话院渊0750冤5559352
渊不孕不育专科 黄伟娥冤

江门有关部门领导前来指导工作
图
是
上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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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本报讯暂江门市政府副
秘书长梁启华渊后排左二冤和
江门市卫生局副局长蓝敏雄
渊后排左一冤袁于 2008 年 5 月
13 日到本院指 导手 足口 病
防治工作遥 他们听取我院领
导及专科医生有关手足口病
的防治情况介绍袁 对本院在
防治儿童手足口病的工作表
示赞赏袁 并在本院开设了宣
传专题袁 传授手足口病的防
治知识袁 还对今后这方面的
工作提出了具体的指导性意
见遥
渊鹏 雅摄/文冤

一旦烫伤袁 疤痕
将一生难修复遥 烫伤
是 0 岁耀5 岁儿童最容
易发生在家里的意外
伤害之一遥 这是因为
0耀5 岁的幼儿袁心中对
周围事物好奇的种子
逐渐萌芽袁 电饭煲冒
出的白烟袁 红彤彤的
瓦斯噎噎他们都想去
亲密接触袁 特别是夏
季袁 穿衣少尧 皮肤外
露袁 使得这些自我保
护能力差的孩子极易
发生严重的烧烫伤遥

惊心案例

目前袁男性不育症患者越来越多袁各大医院生殖中心
门诊量都非常大遥 临床统计显示袁单纯男方的原因占 1/3袁
男女双方都有原因的占 1/3袁单纯女方原因也占 1/3遥 而在
遗传因素方面袁男性的问题看起来更多上些遥

男性不育中 70豫精液异常

专家说袁 男性不育是一个复杂而又较难解决的问题袁
因为有很多疾病和因素干扰或者影响了生育袁 比如精索
静脉曲张尧 梗阻性无精子症尧 附睾炎尧 性功能障碍等等遥
更棘手的是袁 有资料显示袁 有近 60豫-75豫的不育患者找
不到病因遥 专家说袁 无胡须尧 无喉结尧 皮肤光滑白嫩的
男性多存在生育问题遥 当然袁 这也并不意味着男性长得
阳刚袁 生育功能就强遥
不少男性的精液质量下降袁 这是近几年来专家们注
意到的一个问题遥 我国男性的精液质量正以每年 1豫的速
度下降袁 精子数量降幅达 40豫以上遥
野在门诊中发现袁 不育患者中有 60豫-70豫的人出现
精液质量异常袁 比如数量少 尧 活力低尧 畸形精子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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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院 在城
市袁 超过 90%的烫伤
是由于开水尧热水尧热
汤 和 其 他 热液 所 致 曰
同时袁节日里袁燃放焰
火也是幼儿烧烫伤的
主要原因之一遥
2007 年 6 月 袁在
沈阳袁 一个距宝宝床
半米的野热得快冶在烧水的过
程中突然爆炸袁 将 7 个月大
男婴的右上肢二度烫伤遥
2007 年 2 月袁14 个月大
的鹏鹏全身 24%的皮肤二度
烫伤袁 而烫伤宝宝的是一个
放在被子里的热水袋突然爆
炸所致遥
2007 年 2 月袁一岁多的
小林坐在凳子上袁 被桌上翻
倒的热水瓶烫伤整张脸遥

贴心提醒
烧烫的巨大伤痛袁漫长的

精液异常院男性不育的野元凶冶
等冶袁 专家说袁 导致精子质量异常的原因有很多袁 例如附
睾炎尧 精索静脉曲张等遥 实际上袁 男性每一次射精袁 其
精液中有 4000 万至 2 亿个精子袁 这些精子在阴道通过重
重过滤袁 最后能进入女性子宫的只有 1000 多万条袁 而能
靠近卵子的精子也有几百条遥 由此可见袁 精子的淘汰率
非常高遥 所以袁 如果精子数量少袁 那么女性怀孕的希望
自然变得渺茫遥
除了精子质量异常袁 还有不少男性不育缘于无精子
症袁 这占了男性不育患都约 10豫遥 另外袁 也有不少不育
患者是属于性功能方面的问题袁 比如勃起功能障碍遥

不育症患者首选药物治疗

野男性不育症患者大部分只需要药物治疗袁而不适合
一开始就要用人类生殖辅助技术遥 冶专家指出说袁野就拿弱尧
少精子症来说袁用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渊hCG)治疗后袁患者
精子密度增加袁血清尧睾丸内睾酮水平都有所升高袁而人绒
毛膜促性腺技术袁对女性来讲袁也是促排卵的药物遥 冶
专家认为袁男性精子发生和成熟跟雄激素也有很大的
关系袁 但也可以使用抗雌激素药物来
提高精子数量袁 如克罗米芬原本是女
性促排卵的药物袁 但男性不育患者服
用它也可以提高精子的数量遥
还有一部分无精子症患者袁 可通
过手术矫正袁把野桥梁接通冶袁精子就有
出路袁妻子也就可以自然受孕了遥
中医中药在治疗男性不育方面积
累了丰富的经验袁 专家认为袁 通过中
医中药的辩证施治袁 调理全身袁 男性
精子质量可以获得提高袁 从而可以让
女性自然怀孕的机会大大增加遥 专家
表示袁 只有少部分男性不育患者经药
物治疗无效后才考滤人类辅助生殖技
术来做试管婴儿遥
渊张 华 苏高敏冤

康复期袁 高额的治疗费
用袁 以及可能留下终生
的疤痕和残疾袁 这些原
本可以预防的伤害却成
了孩子童年的痛苦回
忆浴该怎么做袁才能保护
孩子远离烧烫伤钥
1. 把家中暖瓶尧
饮水器和电饭煲等热
容器放在高处袁使孩子
不易碰到遥
2. 尽 量 不 用 桌
布袁以防孩子拉扯桌布
引起盛放热液的容器
翻倒遥
3. 把点火用具袁
如打火机尧火柴放在孩
子不易取到之处袁并教
导孩子不玩这些东西遥
4. 煤气不用时关
掉总开关袁以防孩子模
仿点火遥
5. 给 孩 子 洗 澡
时袁先放冷水袁再放热
水袁并总是用手先试或
用水温卡测水温袁使水
温保持在 38益左右遥
6. 冬天使用电取暖器袁
注意远离孩子袁或加围栏曰热
水袋尧 暖手器等也要时刻注
意其温度不要过高遥
7. 家里的电插板尧电源
线等要远离孩子遥 婴幼儿会
啃咬电线而被点击遥
8. 把家用强力清洁剂袁
如除污剂尧碱水尧浓硫酸等放
在孩子不易碰到的地方袁以
免被孩子误食或泼皮洒到脸
上或其他暴露的皮肤上袁导
致化学性烧伤遥
渊广文冤

幼儿往往用口来探索这个多彩
的世界遥 不幸的是这也就意味着我
们的日常用品如化妆品尧 家用清洁
剂尧植物以及药品可能被孩子吞服袁
从而可能导致致命的中毒遥 有时袁家
长因为在给孩子服用药物时袁 没有
按照剂量和医嘱等袁 也是引起儿童
意外中毒的重要原因之一遥
儿童中毒是 1-14 岁儿 童意外
伤害而死亡的第三大原因遥 2003 年袁
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儿童医学中心
就收治了 140 名误服各种化学品的
儿童袁 其中 44 例引起中毒袁1 例死
亡遥

预防儿童中毒从家庭
做起

预
防
儿
童
中
毒
须
从
家
中
做
起

药品和家用清洁剂等放在儿童
不易取到之处或上锁的抽屉中遥
在给孩子服药时袁 要严格根据
说明书和医嘱来使用曰 成人不要在
孩子的面前服药曰 建议选用以儿童
不易打开的盖子存放药品或化学用
品遥
当在使用化学用品时袁 要注意
看护好孩子曰 不要将不同的化用品
混用曰 过期和不用的药品和化学用
品要及时仍掉曰 药品和化学用品要
放置在标志清晰的原来的容器中遥
家中保持有一扇开启的窗以防煤气中毒遥

当孩子发生急性中毒时
在电话机旁放上急用电话袁 如果孩子误服毒
物袁立即打 120 上医院曰在上医院时袁带上所误服
的毒物或药物遥
如果毒物沾进了孩子的眼睛袁立即用清水冲袁
要冲 15 分钟左右曰当皮肤接触到一般家用化学用
品时袁可用水冲 15 分钟左右曰但如果是强酸袁不可
用水直接冲袁要用干布擦袁并立即上医院遥 渊广文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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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策文先生
2007 年 10 月 28 日袁风和日丽遥 台山
旅港同乡会永远荣誉创会会长袁 著名企
业家陈策文先生会同美国史丹福大学胡
佛研究所研究员兼香港文库主管袁 陈宜
禧的后人陈明銶博士访问故乡台山斗山
镇 遥 随行还有香港中文大学王煜教授袁作
家李龙辘尧蒋芸以及林耀中袁罗伯尧尧伍
忠等著名人士 遥
客人们首先到达墩头华侨中学遥 绿
树丛中矗立多座精美校舍袁 环境十分优
美遥 进入校门袁 陈策文先生题的八个大
字院野笃学力行袁开拓创新冶十分触目遥 陈
明銶教授说这八字意义深刻袁 立即拍照
留念遥 随行人员都是教育界和文化界中
人袁经对学校了解以后袁对学校的规模袁
教学设备袁教学质量都给予高度评价遥 书
法家林耀中先生不仅即席挥毫袁大书野十
年树木袁百年树人冶赠送给学校遥 众人对
陈策文先生兴学育才的精神十分钦佩遥
据了解袁这间学校自开办以来袁已培养许
多优秀人才袁其中有硕士和博士遥 陈策文
先生在叶感怀曳中说野廿载情怀常念里袁春
风桃李业已栽冶袁已散布世界各地遥 回顾
自 1980 年开始袁他就策划筹建墩头华侨
中学袁亲赴美国筹款 5 万美元袁但建校费
需人民币 300 万元袁不足之数由他负责遥
继后他和他的子女还不断注入巨资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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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记旅港乡亲陈策文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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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舍尧改善教学设备袁培训师资和设立助
学基金会遥 此外袁他在 1983 年还协同陈
国 平 先 生 策划 筹 集 资 金 人 民 币 450 万
元袁于 1984 年建成提领中学遥 1991 年捐
建斗山中心小学教学楼遥 在任远中学设
立助学金袁给台山一中捐计算机设备袁还
给其它地方捐资办学袁到处种下善果遥
离开墩头侨中袁 车队沿策文公路向
西南奔驰袁经陈策文大桥奔向广海地带遥
策文公路东连台赤公路袁西通
端芬接台海公路袁南接沿海高
速公路遥 驾车从沿海高速公路
广海地 段往 珠海 约 1 小 时到
达袁将来从珠海通过港珠澳大
桥到香港也很快到达遥 而从沿
海高速 公路 广海 地段西 行阳
江也不用 1 个小时遥 策文公路
海口埠地段的陈策文大桥袁横
垮大同 河两 岸袁 大桥主 体长
211.7 米袁 引桥公路 5.8 公里袁
十分雄伟壮观遥 策文公路在台
山 最 大 平 原要要
要矬 峒 平 原 中
心地带袁 把广海湾 6 个镇院冲
蒌尧斗山尧端芬尧都斛尧赤溪尧广
海的交 通连 接起 来袁 形 成网
络袁与外界贯通袁对开发 广海
湾地区起着十分重大的作用遥
路通财通袁当年先贤陈宜禧计
划把新 宁铁 路西 南支路 自白
沙延长到阳江袁把干线自斗山
延长到赤溪半岛南端袁开辟铜
鼓商埠袁得到孙中山先生大力
支持袁只可惜野铜鼓商场 犹未

颜明德
辟袁阳江支路竟谁成遥 冶我们从这段历史
可见前贤已十分看中广海湾的价值袁交
通对发展的重要遥 时至今日袁陈策文先生
十分认同先贤的理想袁他钟情广海湾遥 他
说院野广海湾地大物博袁 人口 30 多万袁历
来是台山福地遥 广海湾面临南海袁面对川
岛袁 有很长的海岸线袁 有优良的深水港
口袁现在更有充足的能源设施袁具备各种
发展基础和优势遥 尤其是港珠澳大桥已

A4

计划兴建袁发展粤西指日可待袁广海湾必
将是开发粤西的首站遥 机遇不可错过袁多
年来我想为发展广海湾先做一些基础工
作袁比如教育袁医疗袁而交通更是一个重
要项目遥 虽然修桥筑路费用十分巨大袁但
基于发展广海湾和发展台山的愿望袁我
很乐意做遥 冶 我聆听了陈先生的话很感
动袁我觉得他很伟大袁是广海湾之子遥 他
写叶感怀曳这首诗时袁心情很激动袁下笔第
一句就是野群策楼上思三台冶袁他对我说
野我对台山的事日想夜想袁很想台山迅速
发展袁国家富强尧家乡富裕遥 冶一个思字袁
表达他几十年来对家乡的浓厚真情遥 回
想 起温家 宝总 理说 的话 院野 你是 天 下 的
人袁 应该为天下人着想袁 为天下人谋利
益遥 冶陈策文先生是台山人袁是广海湾之
子袁他的思想和感情袁他的愿望尧远见尧宏
图大略和无私奉献袁 将融会在台山人民
心中遥
车队回到斗山医院的时候袁 已经是

图是陈策文先生捐建的台山市妇幼保健院大楼

图是陈策文先生捐建的保健院儿童保健楼效果图

下午 2 时遥 斗山医院颇具规模袁 设计新
颖袁 被广东省和江门市卫生部门评为一
级甲等医院尧爱婴医院和文明医院袁从以
上的评级袁 可知这间医院是一间十分好
的医院遥 医护人员和职员有 100 多人袁病
床 80 张袁设内科尧儿科和妇产科病房袁有
救护车和 CT 等先进医疗设备袁医疗质量
高袁群众口碑非常好遥 陈策文先生野捐建
斯院之愿袁谨为痌瘝沾泽冶袁是为解除人
民的疾苦遥 古人云院医之道大矣袁可以养
生袁可以尽年袁可以利天下与来世遥 策文
先生说院野将来要随着广海湾的发展袁斗
山医院还要按需扩大遥 冶台山妇幼保健院
曾经张褂一首叶慈母颂曳的诗袁把母亲比
喻太阳袁因为有太阳才有时间万物袁因为
有母亲而有人间的温暖和幸福遥 策文先
生说院野妇女很伟大袁要工作袁又要相夫教
子和操持家务遥 而十月怀胎袁若遇难产等
意外袁则危害妇儿生命袁关系重大袁故妇
幼保健常在我心遥 为此我十分乐意捐建
妇幼保健院舍袁充实设备遥 能够为维护妇
儿的健康出点力袁是我的荣幸遥 冶为捐建
台山妇幼保健中心尧改建住院大楼尧兴建
儿童保健中心等三大工程和配备医疗设
备袁他捐献巨额善款遥 策文先生写了一首
叶感怀曳诗院野善举仁心齐湿露袁故园遍地
百花开遥 钱财本是身外物袁早种福田还复
来遥 冶他用这些话劝导亲朋好友为善袁为
故乡尽自己的力量曰 也用这些话教育家
人行善积德遥 他认为知书才达理袁才知人
生目标袁积善之家才有余庆遥 他家有 6 个
子女均留学英尧美尧加等国的高等学府袁
皆受高深教育遥 他的儿女启球尧启豪尧英
瑜尧雅瑜等都以父为榜样袁服务社会袁回
馈社会袁均作出了贡献遥
渊转自叶台山旅港同乡会会讯曳袁本文有删改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