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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文杰珠海开讲气候变化

2017 全国帆船帆板锦标赛昨开始首日赛程

我市低碳试点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 200 多
人参加

帆船点点劈波斩浪

本报讯 记者王芳报道：
为贯
彻落实《珠海市“十三五”控制温
室气体排放工作实施方案》中关
于
“加快建设低碳能源体系”
的要
求，受珠海市发改局和市气象局
的邀请，13 日上午，中山大学大
气 科 学 学 院 院 长 、珠 海 区 域 气
候-环境-生态预测预警协同创
新中心主任董文杰在珠海作了题
为“气候变化——人类社会的责
任与义务”
的专题讲座，
珠海市低
碳试点工作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
200 多人参加学习。
董文杰是教育部
“长江学者”
特聘教授、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
划项目首席科学家，就在上周他
刚刚以中国未来地球计划团团长
的身份出席了联合国气候大会。
董文杰教授指出，近 5 年来，国家

昨日下午 1 点到 4 点，2017
全国帆船帆板锦标赛开始了首
日的正式赛程。虽然天气略显
阴沉，还不时下起小雨，但是海
面上选手却势如破竹，劈波斩浪
勇闯航路。
本报记者 陈颖/文
本报记者 钟凡/图
11 月 13 日，
全国帆船帆板锦标赛比赛现场。

最抢眼：
帆板一字排开抢起航
帆板与帆船在比赛时有着
非常大的不同。由于帆板只有
船板没有船舱，因此帆板的前
进需要靠运动员自己摇动风
帆，以调整速度和航向。同时
又因为相对较轻，在风力较小
的情况下，帆板仍可持续进行
比赛。来自九洲航海文化公司
的专业教练介绍，作为以风为
动力的海上运动，对风向的把
控会直接影响到帆船帆板赛事
举行时间的安排。今年的比赛
时间都选在午后，这个时间珠
海近海海面风力较为平稳持
续，行话叫“风不乱”，更利于选
手发挥和比赛的进行。
昨日的比赛中，帆板项目
率先开始。最壮观的莫过于帆
板一字排开抢起航的场景。记
者在海面看到，在集结旗帜的
引领下，海面上漂浮不定的帆
板逐渐集结。五颜六色的风帆

在海面上勾勒出一条色彩斑斓
的线。远远看去颇为壮观。
按照规则，选手的起航点
都必须在相对的两艘裁判船标
记的起航线内。对于帆板而
言，最重要的就是要在起航时
抢得先机，一旦落下则难以追
赶。随着裁判一声起航的鸣
笛，帆板选手立即奋力摇动风
帆，借助风力劈波前进。霎时
间，海面上的帆板如千军万马，
风帆摇动发出的“咕咕”声气势
恢宏。选手铆足了劲向前破浪
航行，一时间海面浪花四溅，选
手间逐步拉开了距离，一番鏖
战拉开序幕。海面波浪翻涌，
选手驾驭帆板随海浪涌动叱咤
于赛场之中，与上下翻腾的海
浪融为一体。选手站立于帆板
上，毫不畏惧脚下就是翻涌的
险浪，一个浪打来，只见选手或
侧身或半蹲，与海浪共舞。记
者留意到，随着耳边呼啸的风
声 越 大 ，选 手 帆 板 行 进 得 越
快。场面刺激让人不禁屏气凝

神。
按照场地赛规则，选手需
完成 5 个航标的绕行才能完成
一轮比赛，由于帆板场地距离
海岸较近，颜色鲜艳，因此帆板
赛事观赏性极强。

五颜六色的球帆映衬着墨绿色
的 海 面 ，画 面 更 加 灵 动 跳 跃 。
绕航标最为紧张。船瞬间倾斜
将近 45 度，眼看似乎要翻。船
上体重较大的选手迅速抓稳绳
索，悬空仰于船舷之外，用自己
的身体保持船的平衡。顺利通
最刺激：
过航标，选手们兴奋紧张时的
470 级帆船压舷绕航标
呐喊声越发让人感受到这项运
与帆板相比，帆船则要庞 动不畏险恶的冲击力。
大得多，但其惊险刺激程度却
据悉，当天下午 3 小时的
有过之无不及。470 级比赛项 比赛时间内，共举行男子 T293
目是一项双人合作的比赛。白 帆板场地赛、女子 T293 帆板场
色 的 主 帆 是 470 级 典 型 的 标 地、男子 RS:X 帆板场地赛、女
志 。 由 于 13 日 下 午 风 势 不 子 RS:X 帆板场地赛、男子 470
稳，帆船赛事的裁判也多次在 级帆船场地赛、女子 470 级帆
海洋上升起“暂缓”标旗，让选 船场地赛、芬兰人级帆船场地
手
“等风来”。
赛、激光级场地赛和雷迪尔级
然而到正式开赛时，画面 场地赛等项目的竞逐。据赛事
同样异常精彩。470 级帆船有 裁判组传来的首日成绩，广东
3 个帆，分别是主帆、前帆和球 队选手陈昊泽暂居男子 T293
帆。选手需要通过灵活操控船 帆板场地赛第一。来自山东、
上的锁链桅杆，调整帆的方向 福建等地的选手占据多个比赛
或收起帆以调节船的速度。顺 项目首日成绩第一的位置，势
风 时 升 起 球 帆 ，船 迅 速 加 快 。 头强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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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实力得到明显增强，在国际
气候变化的舞台上，中国的声音
也越来越响。党的十九大再一次
吹响了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建设美丽中国的号角。将气候研
究工作与国家的发展新目标结合
起来，这是每个人的社会责任与
义务。
据了解，今年 5 月 10 日，珠
海市气象局与中山大学正式签署
《珠海市气象局与中山大学全面
合作协议》。根据协议，
珠海市气
象局与中山大学正共同推进中大
珠海校区大气科学学院大楼建设
方案设计，将珠海气象局天气监
测、预报预警、突发事件信息发布
等核心业务全面融入大气学院建
设中，
真正构建教学、科研、培训、
业务应用一体化平台。

“2017 珠港澳青年说”
励志演说大赛启幕

30 多位选手脱稿演说
本报讯 记者殷贝报道：12
日，
“2017 珠港澳青年说”励志演
说大赛初赛在乐士文化区拉开帷
幕。30多位通过海选的选手，
以3
分钟脱稿的形式，
围绕着
“有为青
年”
的核心思想，分享对有为的感
悟，
讲述了自己的信念。
据悉，
作为共青团珠海市香洲
区委员会牵头的品牌项目，
“青年
说”
项目已经举办了三届，
旨在通
过励志演说大赛方式，
展示青年一
代的青春风采。此前获奖的十多
位选手还获聘担任
“香洲青年·走
基层分享团”
青年讲师，
常态化到
香洲辖区企业、学校、社区开展正
能量演说分享活动。今年的
“青年
说”
赛事由香洲区团委和广东永晖
文化投资有限公司联合主办，
并第

一次扩展到珠港澳三地，
以期展示
珠港澳青年思考力和行动力，
传递
积极向上的青春正能量。
整个赛事自今年 10 月底启
动以来，吸引了不同职业和身份
的选手参与。他们中，有就读于
北师大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有
理性规划自己未来的白领，也有
生产线上的青年打工族。
“大赛到 11 月 21 日截止报
名，
希望用激情演说工作与生活、
用观点剖析人生百态的青年继续
参与进来。
”
香洲区团委有关负责
人表示，创办“香洲·青年说”活
动，是希望为香洲广大青年甚至
珠海青年搭建圆梦发声的舞台，
让他们发出青年之声，更好地实
现自身梦想。

专题

心系祖国 服务珠港 传递爱心
——专访香港珠海社团总会会长、香港文化界知名人士、珠海乡亲邝美云
跨界达人 演绎多样人生
一提起邝美云,大家最先想
到的往往是“港姐”这个身份。其
实，她还有更多缤纷的角色：珠宝
商人、政协委员、慈善家……她不
但能够“玩转”自己的多重身份，
而且每一个身份都能向着最优秀
的方向发展。
1982 年，年仅 19 岁的邝美云
获得香港小姐亚军，从此进入演
艺圈发展，唱出很多经典名曲，在
内地举办巡回演出 50 多场次。在
娱乐圈取得不俗成绩的同时，她
又将眼光投向商界，1999 年成功
创立个人的珠宝品牌。

对于新事物、新挑战，邝美云
表现出一种乐此不疲的精神劲。
然而，当每一种尝试都能获取不
俗回报时，促使成功的因素就不
仅仅是勇气可嘉这么简单。就拿
明星当老板为例，这不仅仅是一
个头衔，邝美云把它当成了自己
演艺生涯外的另一事业，全身心
地投入经营。为了做好珠宝生
意，邝美云用一年多时间拿到了
美国宝石学院（G.I.A）颁发的珠宝
鉴定文凭。
“ 虽然没有规定珠宝店
老板一定要有文凭，但我还是要
考一个专业的牌照，让别人对我

的专业有信心，同时我也能保证
自己的顾客买到真正的珠宝。”因
为她的认真负责，珠宝店的生意
越来越好。
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港区
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文娱委员会
主任……在其他社会领域，邝美
云还有着更多的角色。2004 年至
今，邝美云还先后担任九江市政
协委员、江西省政协委员，频繁往
返内地和香港，深入基层调研，积
极提交提案，关注内容涵盖公民
素质、扶贫助弱、空气品质、社会
环境等诸多方面。

邝美云

她是港姐亚军、著名歌手，娱乐圈中少
有的常青树；她是珠宝商人、鉴定专家，把
控全局的职场商界领袖；
而更重要的，她还
是内地 56 所希望中小学的捐建者，莘莘
学子口中的“邝阿姨”
“邝校长”——她就是
邝美云，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女人。虽然
早已功成名就，但邝美云从未停下拓展人
生边界的脚步。近日，她又多了一项职务:
香港珠海社团总会第四届理事会会长。刚
刚就任，邝美云就马不停蹄地开展活动，为
珠港两地的交流合作贡献力量。
到底是怎样的信念支撑她演绎缤纷角
色，成为游刃有余的多面手？又如何十几
年如一日源源不断地参与慈善公益呢？带
着这样的疑问，我们走近了邝美云，听听她
的传奇故事。

采写：
本报记者 宋一诺

行善十余载 捐建 56 所学校
发展事业的同时，邝美云从
未停下过奉献爱心的脚步。身处
演艺圈时，她就十分热心公益，一
有时间就去当志愿者，参与爱心
义演，
到福利院看望孤儿。
随着慈善经验的积累和事业
的发展，邝美云对公益也有了新
的想法。
“ 很多时候，穷的不是金
钱、物质，而是人的思想和理念，
除了金钱资助，是不是还可以教
他们知识，给他们技能？”邝美云
很快把关注点聚焦到教育领域。
2003 年，邝美云经朋友介绍，在江
西省九江市捐建了第一所希望小
学。从此，她便持续不断地投身
教育慈善。
截至目前，邝美云在内地的
行善足迹遍布江西、河南、甘肃、
安徽、重庆、宁夏等地，捐建 56 所

学校，其中包括 47 所小学、6 所中
学、2 所农民工技能培训学校以及
1 所江西省邝美云青少年活动中
心。同时，邝美云还通过资助贫
困学子、邀请内地教师赴港学习
等多种方式助力内地教育事业发
展。祖籍珠海斗门的邝美云时时
心系家乡，先后为小濠涌小学捐
赠 45 台计算机、10 万元人民币奖
励优秀学子。这些数字的背后，
是一个个感人至深的爱心故事。
在深耕教育慈善的过程中，
邝
美云非常重视爱心的传递方式，
事
事亲力亲为。除担任荣誉校长外，
无论学校多偏僻路途多遥远，
邝美
云必定会到现场参加竣工典礼，
亲
自和孩子们交流，更担任授课老
师，
传达
“三好四给”
（做好事、
说好
话、存好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

给人信心、给人方便）的观念给孩
子们。受助学子亲切地称她为
“邝
阿姨”
“邝校长”
。
“一个人的能力有限，我希望
通过教育培养更多优秀人才，把
助人为乐的精神传承下去。”回顾
过去，邝美云坦言自己是一个非
常幸福和幸运的人，在她生命中
的每一刻都充满着爱，最感到满
足的是为善之后内心深处的喜
悦，而所有这些都是物质享受中
无法获得的。
如今，做慈善已经成为邝美
云的一种生活方式，她不但自己
身体力行践行慈善，也影响着更
多的人参与慈善。谈及今后的计
划，邝美云坦言，
“ 我没办法保证
还要再建多少所学校，但只要我
有能力，
就会一直做下去。
”

积极作为
服务珠港发展
繁忙的商务工作、慈善事业和社会活
动，让邝美云的人生充满无限活力与张力。
打拼多年之后，从前的“邝美人”美丽依旧，
岁月仿佛格外厚待她。在别人眼中，她完全
可以功成身退，乐享人生，但她却从未停下
拓展人生边界的脚步。
9 月 22 日，邝美云当选香港珠海社团总
会第四届理事会会长。为推进香港珠海社
团总会的顺利换届，邝美云亲自拜访每一位
理事会成员，倾听他们的心声，并多次召集
理事会成员一起商讨会务工作，她的认真细
致赢得了一片赞赏。在邝美云和其他会员
的共同努力下，11 月 13 日晚，香港珠海社团
总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8 周年暨总
会会庆及第四届执行理事会就职典礼在香
港会展中心圆满落幕。
据悉，香港珠海社团总会于 2010 年成
立（前身为成立于 1999 年的香港珠海联谊
会），在香港乡亲联络中发挥着统筹全局的
重 要 作 用 ，下 辖 8 个 属 会 ，有 会 员 12995
人。香港珠海社团总会自成立以来一直秉
承立会宗旨，在促进香港各同乡社团的团
结合作、加强旅港乡亲与家乡的联系沟通、
支持家乡建设、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等方
面做了大量工作。
“这既是一份光荣的使命，更是一份沉
甸甸的责任。”对于出任香港珠海社团总会
第四届会长一职，邝美云表示十分荣幸。她
介绍，香港珠海社团总会接下来将继续广泛
团结爱国爱港爱乡力量，充分发挥桥梁纽带
作用，密切团结珠海社团和旅港乡亲，不断
加强联系香港各界友好社团，积极主办和参
与社会活动，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难得
机遇，为珠港两地的和谐发展奉献智慧和力
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