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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帆报道：7月30日上
午，斗门区图书馆在武警珠海支队执勤大
队斗门中队新营区内，设立图书馆服务
点，并举行了图书捐赠仪式，以丰富武警
官兵的业余文化生活。

从2014年开始，斗门区图书馆与该
中队签订了服务协议，定期为武警官兵送
书送文化。该中队搬迁新址后，斗门区图
书馆新设立的图书服务点在原有图书的
基础上，再配送500册以党建、哲学、军
事、历史、实用技术等类型为主的新图书，
以及1台党建电子书借阅机，以丰富武警
官兵的业余文化生活。该中队向斗门区
图书馆赠送“军民共建·鱼水情深”的锦
旗，以示感谢。

斗门区图书馆有关负责人介绍，图书
进军营是文化拥军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也是斗门区图书馆总分馆建设与服务的
一种延伸。近年来，斗门区图书馆总分馆
在丰富全区广大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同
时，整合资源，以共建、共享的方式，先后
在该中队和斗门公安边防大队建立图书
馆服务点，不断满足部队官兵的读书需
求，丰富军营文化生活。

据悉，斗门区图书馆将一如既往支持
地方军营文化阵地建设，每年将不定期对
全区军营图书馆服务点图书进行更换，让
官兵共享更多的公共文化信息资源。

青春色彩 青春激荡
团斗门区委把握工作主线，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上真抓实干

采写：本报记者 张帆
摄影：本报记者 曾遥

7月28日，团斗门区委举办关
爱云南福贡县儿童公益夏令营。

为期8天的学习体验，让30名
来自福贡的儿童第一次走出山脉、
第一次面朝大海。

这场以公益夏令营作为沟通平
台的活动，更好地促进两地青少年
交流，成为斗门福贡开展东西部扶
贫协作，聚焦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
内容之一，也是团斗门区委助力脱
贫攻坚的生动实践！

少年兴则国兴，少年强则国
强。在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和
团市委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下，
团斗门区委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作为工作主线，多角度展示青春色
彩，创新活动方式，引领凝聚青年、
组织动员青年、联系服务青年，在服
务农村青年创业，助力扶贫协作脱
贫攻坚，打造斗门志愿服务品牌，示
范引领青少年校外教育发展等方
面，取得阶段性成效。

7月28日，斗门区举办了一
场夏令营活动，为期8天。

这是一场关爱云南怒江州福
贡县儿童的公益夏令营，30名福
贡儿童成为主角。

七彩阳光，与爱同行。
团斗门区委和福贡团县委，

成为此次活动的主办方之一。
“作为本年度一项重要工作，

要全力筹划做好这件大事。”团
斗门区委有关负责人表示，本次
夏令营为30名来自福贡的孩子
安排了思想引领、人文珠海、科
普实践、艺术体验、健康自护等
学习体验课程。期间，孩子们可
以在摩天轮上俯瞰井岸城区和
黄杨河入海的胜景、参观接霞
庄、菉猗堂等斗门名胜，领略港
珠澳大桥的雄伟壮观和日月贝
夜景的奇妙变幻，实现看大海的
夙愿。

不仅如此。30名孩子收获
了人生的第一次远行，获益匪浅。

“我刚接触孩子们时，他们是
怯怯的，与外界有些不适应。”团
斗门区委的一名志愿者表示，随
着夏令营生活的深入，孩子们有

了很大的改变，逐渐有了自信，开
阔了眼界，懂得了美丑，诉说着感
恩。

在联谊活动中，斗门区青少
年宫艺术团的孩子们为远道而来
的小客人表演精彩的节目；福贡
小朋友也以傈僳族歌舞展示民族
风情，表达民族文化的自豪感！
现场不少斗门孩子兴趣浓厚，特
地向福贡小朋友学习舞蹈。

“这几天的行程满满当当的，
见到了太多以前从未见过的东
西，珠海的大海美丽无比，港珠澳
大桥让我感到震撼，这一切美好
得有些不真实。今天的陶艺制作
过程十分有趣，在老师的指导下，
我做出了两个小碗，我要带回家送
给爸爸妈妈，给他们讲讲我在珠海
的故事。”福贡县上帕校区拉甲木
底完小的余袖英记下了自己的真
实感受。

受教育，长见识，获启迪。
这是一场斗门区关爱云南怒

江州福贡县儿童的公益夏令营；
也是斗门福贡开展东西部扶贫协
作，聚焦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活
动之一。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
不能少；共同富裕道路上，一
个也不能掉队。对口帮扶福贡
县成为斗门区义不容辞的政治
责任。

斗门区委书记周海金表示，
2016年以来，斗门区开展与福贡
县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按照“中
央要求、福贡所需、斗门所能”原
则，斗门区3年间共投入1978.9
万元，在教育培训、特色农业、医
疗卫生、人才培养、产业带动、关
爱青少年等方面，充分发挥牵引
和带动作用，着力提高自我发展
能力。

斗门福贡东西部扶贫协作，
让福贡贫困群众走上自主脱贫致
富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也让30名
来自福贡的孩子第一次走出横断
山脉，感受珠海人的爱心涌动。

“夏令营将充分发挥共青团
关爱福贡青少年的作用，更好地
促进两地青少年沟通与交流，引
导青少年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对助力东西部扶贫协
作成效，意义深远。”团斗门区委有
关负责人表示。

东西协作两地青少年江海情

7月 27日-30日，斗门区青
少年宫“七彩童年”艺术团赴哈
尔滨，参加中国青少年宫系统文
化艺术节，与来自全国 18个省
（区）市的1200余名青少年同台
竞演。

其情景诗朗诵《永恒的队
礼》、表演唱《金光大道西柏坡》
分别斩获芳林金彩奖、银彩奖，
展示出斗门孩子的魅力风采；展
现着特区少年积极向上的精神
风貌。

据介绍，斗门区青少年宫隶
属团斗门区委，是斗门区唯一一所
政府举办的青少年校外教育阵地，
承担着开展及示范引领全区校外

教育工作的职能。
“围绕思想道德、传统文化、

文艺体育、科技普及、劳动实践、
游戏娱乐、关爱帮扶、夏冬令营
（含研学活动）等八大主题，开展
形式多样的活动。”斗门区青少年
宫负责人梁勇表示，通过对青少
年儿童进行广泛的艺术、科技、文
化熏陶及兴趣培养，实施以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教育目标的寓
教于乐的活动引领，充分发挥政
府校外教育主阵地服务青少年儿
童成长成才的作用。

数据显示：2017年和2018年，
斗门区青少年宫学员共获全国性赛
事奖项165个、省际赛事奖项305

个、市级赛事奖项114个、区级赛事
奖项244个，先后被中国青少年宫
协会、广东省青少年宫协会吸纳为
理事单位。

少年兴则国兴，少年强则国
强。

在全区范围内，团斗门区委
针对青少年身心成长特点和实
际需求，利用学校、青少年宫等
教育基地，组织志愿者开展形式
多样、内容丰富、新颖有趣的法
制宣传教育活动，寓教于乐，有
效整合资源，加强对青少年的思
想政治引领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教育，有效促进青少年健康
成长。

寓教于乐示范引领校外教育

7月 29日晚，井岸镇新伟社
区文化站内，灯光温馨、热闹异
常。

当晚，井岸镇青年之家“一修
哥”免费服务站点在这里挂牌成
立。

该站点的维修人员是来自心
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志愿者，他
们有的是自学成才，有的是企业里
专业的机修师傅，大家利用业余时
间，自发组织开展此项服务。

志愿服务，事无大小，关乎民
生。

附近的群众闻讯而至，把家
里有故障的风扇、音响、健身器材
送过来维修，一时间站点内笑语
不断。

“一修哥”免费服务站点得到
了团市委、团斗门区委的指导，依

托井岸镇青年之家为阵地，为
周边的街坊邻里提供类型更
多、服务更优的志愿活动。

奉献、友爱、互助、进步，这是
斗门区青年志愿者协会所倡导的
志愿者精神。

在团斗门区委的指导下，斗
门区青年志愿者协会2008年12
月 24日成立，11年的发展不断
壮大。数据显示：该协会目前实
名注册志愿者16589人，累计志
愿服务时长 795954.07 小时，以
党员带团员，团员带志愿者，成为
斗门区志愿服务的主要方式之
一。不少服务项目内容丰富、持
续时间长，成为志愿服务品牌，

“亲子共读经典公益大讲堂”就
是其中之一。

据悉，“亲子共读经典公益大

讲堂”2010年10月启动，共服务
31680人次。课堂上，除诵读经
典外，还安排了素质课，让孩子学
会感恩、保护自己、热爱劳动。课
程之间加插“爱的手语舞”“爱的
印章”，让课堂轻松活泼。

志愿服务，润物无声。
通过“亲子共读经典公益大

讲堂”的学习、培训，众多群众和
志愿者走上讲台，诵读经典，让家
长、志愿者与孩子共同成长。

团斗门区委有关负责人介
绍，依托全区4个青年之家、5个
青年实践基地以及斗门区青年志
愿者协会，斗门区开展了丰富多
彩的志愿服务活动，努力打造斗
门区特色显著的志愿服务品牌，
红马甲已经成为斗门区的一道文
明风景线。

红马甲成为城市文明风景线
“农村电商如何选产品

呢？大家不妨畅所欲言。”
今年7月，团斗门区委举办

“领头雁”农村青年人才第一期
培训。培训以村淘电商为主
题，采取案例分享、现场提问、
互动交流的授课方式，围绕农
村电商扶贫新举措、农村脱贫
新途径、淘宝农产品趋势与玩
法、农产品网络销售案例分析、
农村电商选产品等五项内容授
课，100余名农村青年人才参加
活动。

服务青年创业，助力乡村
振兴。

为动员各类专业人才关
注、支持乡村振兴，团斗门区委
组织动员协助中山大学、广东
工业大学、广东中医药大学、华

南农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珠
海分校等校大学生暑期“三下
乡”团队，到斗门各村（居）开展
基础教育、农业调研等主题活
动，开设古诗文、日语、手工、音
乐、体育等趣味课程支教活动，
为农村注入青年力量，增强村
（居）团组织活力和凝聚力。

按照市委市政府、区委
区政府的部署，在团市委的
指导下，团斗门区委积极开
展综治工作（平安建设），与
斗门区青年志愿者协会密切
合作，多次在社区、街道、学
校开展禁毒宣传和普法工
作；与斗门区司法局达成合
作协议，设立专门站点，积
极开展青少年社区矫正教育
帮扶工作。

多举措服务
农村青年创业

本报讯 记者张帆报道：7月31日上
午，斗门区召开区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
学习市领导检查督导斗门区重点工作现
场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会议要
求，加快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力以赴
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着力打造乡村振
兴示范样板，全面提升发展平衡性和协调
性。

会议传达学习市领导检查督导斗门
区重点工作现场会精神。会议强调，要紧
密结合现场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批示指
示精神，全面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
划纲要》，结合省委、市委工作部署，加快
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力以赴参与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着力打造乡村振兴示范样
板，全面提升发展平衡性和协调性，推动
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等。

会议要求，斗门区要抢抓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机遇，加快打造珠海“二次创业”新
引擎，努力为把珠海建设成为粤港澳大湾
区重要门户枢纽、珠江口西岸核心城市和
沿海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典范贡献力量。

斗门区委常委扩大会议要求

全力以赴参与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本报讯 记者张帆报道：7月30日下
午，斗门区对珠海国家农业科技园区进行
调研，了解园区发展情况和园区各项目的
建设进展，商议解决园区在发展过程中
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要求推进园区工作
实打实、解决问题硬碰硬，攻坚克难、见
底见效。

当天的座谈会上，斗门区委书记周海
金听取了珠海国家农业科技园区莲洲片
区的用地储备情况汇报，详细了解园区在
土地征收等方面工作进展，对园区在发展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进行分析，听取
有关部门负责人的意见，研究落实解决措
施。

针对园区今后的发展，周海金表示，
要高端谋划，高水平建设，进一步抓好招
商引资工作，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大背
景下，要以“高端、生态”为定位，招大商引
大资，抓高端农业进驻，打造现代都市、休
闲绿色的新型农业园区；要进一步加强领
导、解放思想、提振精神、转变作风、提升
效率，激发干部职工干事创业的热情，抢
抓机遇，奋发有为，以只争朝夕的精神状
态，加快园区建设步伐。

斗门区调研

珠海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推进工作实打实
解决问题硬碰硬

斗门区图书馆

为武警官兵捐书
设图书馆服务点

武警官兵在服务点借阅书籍。
本报记者 曾遥 摄

30名福贡儿童在健身房锻炼。

福贡儿童乘坐手扶电梯。

福贡儿童玩游戏。

福贡儿童绘画涂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