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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锋在前 切实筑起“红色防线”
横琴社区党员干部主动投入疫情防控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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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澳门4月7日电 记者7日从澳门特区政府
劳工事务局获悉，澳门旅游学院、澳门生产力暨科技转
移中心及澳门工会联合总会饮食服务厨艺培训中心，成
功备案为澳门第一批获内地认可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社会培训评价组织。

据劳工事务局介绍，根据内地有关制度，经相关部门
批准备案的社会培训评价组织等机构，方可开展职业技能
等级认定及发放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为配合有关制度的
推行，同时鼓励澳门市民提升技能及考取具认受性的技能
水平证明，劳工局透过粤澳合作机制，协助上述3家机构
成功备案。

澳门居民可通过这些机构举办的考试，同时获发内
地认可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及劳工事务局发出的职业
技能证明。为促进餐饮从业员及个人护理服务业人员
的技能提升，以配合澳门作为美食之都和旅游休闲城市
的发展方向，首批获准开展认定的职业包括中式烹调
师、中式面点师、西式烹调师、西式面点师、茶艺师、美发
师及美容师，技能等级涵盖初级、中级、高级及技师，相
关考证项目计划于下半年开展。

劳工事务局表示，将持续深化粤澳在职业技能鉴定
及培训领域的合作，致力为居民提供更多元及便捷的技
能考证项目，协助居民提升就业竞争力，拓展就业空间。

澳门3家机构
首次获批内地认可
社会培训评价组织

本报讯 记者王晓君 实习生杨薇报道：反酸、烧心、
咳嗽咳痰、胸闷气短、口苦口臭、慢性鼻炎、浑身燥
热……身体出现这些症状也许是胃食管反流作怪。近
日，珠海市人民医院横琴医院设立胃食管反流病专科门
诊，为患者提供规范、专业的诊疗方案。

横琴医院消化内科（内镜中心）副主任医师刘晓红
介绍，胃食管返流病是指胃、十二指肠内容物反流至食
管内而引起食管粘膜发生的消化性炎症，典型的症状有
反酸、烧心、胸痛等。

针对胃食管反流主要的治疗方式有药物治疗、外科
手术治疗以及包含贲门紧缩术、射频消融术等在内的胃
镜下治疗。

“治疗胃食管反流，还要改变不良的生活方式。”刘
晓红提醒，胃食管反流患者应少食多餐、低脂饮食，少吃
甜腻、酸性和刺激性食物，有助减少反流症状发生频率；
体重超重者建议减肥，过度肥胖会导致腹腔压力增高，
致使胃液反流，特别是平卧时反应更强烈；改变不良睡
姿，有人睡眠时喜欢将两臂上举或枕于头下，这样会导
致膈肌抬高、胃压力增加，使胃液逆流而上；忌酒戒烟，
酒的主要成分为乙醇，不仅会刺激胃酸分泌，还会使食
管下段括约肌松弛，而烟草含尼古丁也会降低食管下段
括约肌压力，加重反流。

珠海市人民医院横琴医院

开设新专科门诊

胃食管反流这样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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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的小横琴山步道，湛蓝的天空下，红叶青山
相辉映，美丽的风车在远处闪着银光，驴友们穿越在
山间步道，享受春光亲近大自然。 何芳 摄

多彩步道

□本报记者 钟夏

从助力大规模核酸检测，到“扫楼”排查
不落一人；从日夜坚守居民出入卡点筑起一
道道“防火墙”，到化身“大白”“外卖小哥”

“接线员”“搬运工”，为琴澳居民提供贴心的
生活服务保障……连日来，在横琴粤澳深度
合作区，广大社区党员干部自发成为一颗颗

“螺丝钉”，锁定每个点位、守好每道圈层，
“钉”在社区疫情防控一线，以实际行动充分
诠释着党有号召、我必行动，让党旗在合作
区高高飘扬。

身心投入，旗帜彰显担当

今年3月，省委横琴工委发出《战疫磨砺
初心 旗帜彰显担当——致合作区各级党组
织和广大共产党员的倡议书》，号召广大党
员干部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织密筑牢

“安全网”“防疫墙”，为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
提供坚实组织保证。

其中特别提到，社区党组织要坚决扛起
属地管理责任，坚持完善“三人小组”、网格
化治理、围合式管理等工作机制，科学及时、
精准高效做好人员协查、核酸检测、场所消
杀、物资保供等工作，始终做到守土有责、守
土担责、守土尽责、守土有方。

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党组织坚强有力

的工作；哪里任务险重，哪里就有党员当先
锋作表率。

荷塘社区组建疫情防控党员先锋突击
队，并与港珠澳大桥航标处党委、珠海国际
仲裁院党支部开展结对共建，与省委横琴工
委、省政府横琴办综合处、党建工作处、纪检
监察工委及合作区执委会法律事务局、金融
发展局、财政局、民生事务局等7个挂点单位
对口。截至3月底，9家共建单位近140名志
愿者参与大规模核酸检测、疫苗接种、信息
采集等工作，为疫情防控工作凝聚强大攻坚
力量。

扎实干，抢时间！新家园社区划分为4
个大网格、8个小网格，社区“两委”成员担
任网格小组长，定期组织网格成员、党员志
愿队伍成员开启“地毯式收集”行动，上门
收集人员信息，督导物业严格落实防疫“三
件事”、围合式管理等管控措施，压实做好
疫情防控资讯宣传及政策落实，鼓励居民
自觉报备居住信息，随时掌握片区人员变
动情况。

在莲花社区，退休党员干部郭大为春节
前曾连续15天参加洋环村防疫卡点志愿活
动，如今他又投入到紧张的核酸检测志愿服
务工作中。据了解，莲花社区联合挂点单
位、周边企业以及琴澳居民，组建起一支每
日超过90人的防疫志愿服务队，其中不乏澳

门居民的身影。
小横琴社区积极极动员辖区党员、流

动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分别在天沁园
公园、上村篮球场、下村文化广场、向阳村
篮球场设置全民核酸取样点，党员先锋志
愿者还带领医护人员上门服务，为村内
行动不便的高龄老人等进行核酸采样，让
全员核酸检测行动覆盖社区的每一家、每
一户。

微光成炬，绘就战“疫”同心圆

“请戴好口罩，做好个人防护。”
“请扫一扫，出示粤康码、行程卡。”
连日来，合作区各社区党员干部下沉辖

区各村开展防疫值守工作，助力社区筑牢联
防联控、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

年近50岁的梅姐，是新家园社区的一名
普通党员。她主动参与辖区“敲门扫楼”，遇
到不会操作智能手机的长者，她都会耐心提
供帮助。如今，在她手机里就留存着数十个

“葵花码”，老人家们都知道：“‘葵花码’在阿
梅那！”

莲花社区党委组织社区工作人员、党员
志愿者、团员志愿者、网格员、物业工作人
员、青年志愿者共计80余人开展入户“扫
楼”行动，对辖区内148个楼栋1894户做到
全覆盖，还推出包车接送居民集中接种疫苗

服务，打通新冠疫苗接种“最后一公里”。
小横琴社区积极联动澳门街坊会联合

总会广东办事处横琴综合服务中心和澳门
妇女联合总会广东办事处，通过琴澳居民微
信联络群以及疫情服务专线发布信息、收集
问题、答疑解惑。

线上，以社区公众微信平台为载体，每
天及时转发最新疫情动态及防控知识，通过
微信群、公众号、小程序、居民联络群、小区
物业联络群转发宣传防疫知识，达到宣传全
覆盖、无死角；

线下，开展网格化“地毯式”宣传，冲
锋在前的党员干部、无私奉献的志愿者、
携手并肩的澳门居民……如点滴微光汇
聚成星海，合力绘就合作区战“疫”的最大
同心圆。

去年12月，荷塘社区原党委书记、居委
会主任梁艳影因病离世。她勇往直前的工
作劲头、驰而不息的坚韧毅力在每一位“荷
塘人”心中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也激
励大家切实扛起疫情防控的政治责任，用实
际行动彰显责任担当。

“党员、干部要亮身份、见行动，冲锋在
第一线、战斗在最前沿。”奋战在一线的党员
干部纷纷表示，一定全力以赴打赢疫情防控
这场硬仗，守护好合作区居民的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

本报讯 记者钟夏 实习生伍芷莹报道：
4月3日，专注于中国医疗健康的产业投行
浩悦资本发布“第六届医疗健康投资卓悦
榜”。横琴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获评

“2021年度医疗健康最佳母基金”，横琴金投
集团投资的雅光医疗项目获评“年度创新医
疗器械最佳企业”。

近3年，横琴金投集团投资医疗健康科

创项目20多个，90%以上项目落户横琴，培
育了艾康特、雅光医疗、丽凡达、因明生物、
麦得发等一批医疗类科技明星项目，为横琴
生物医药、医疗健康产业实现从无到有、从
弱到强作出积极贡献。

今年一季度，横琴金投集团除了联合基
金合作伙伴达泰资本共同投资正和微芯项
目外，还投资了多个珠海本地早期科技项

目，扶持它们走好发展“第一步”。
在母基金投资方面，横琴金投集团认真

落实“产业第一”要求，围绕珠海和横琴医疗
健康产业布局，聚焦“投早、投小、投创新”，
大力开展医疗健康产业投资，先后发起设立
医疗健康产业子基金十多只，认缴出资20多
亿元，联合弘晖资本、夏尔巴投资、通和毓
承、华盖资本、辰德基金等头部投资机构在

横琴合作设立医疗健康产业子基金100多亿
元，较好地发挥了引导基金、国有资本撬动
社会资本、引进优质项目的杠杆放大效应。

此外，横琴金投集团还持续加强与各行
政区、功能区合作联动，调研各区重点产业
方向、产业政策、空间载体，为各区提供精准
的招商服务，也为项目推荐合适的落地发展
载体。

第六届医疗健康投资卓悦榜发布

横琴金投集团获评医疗健康最佳母基金

咸水歌合唱队
在珠中江沙田民歌
邀请赛演唱。

本报记者
徐柏希 摄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夕
阳西下看渔舟满载而归、听渔歌由远
而近……这样的场景，激发了无数文人墨客
心中的浪漫情怀。

“东方日照香炉湾，红霞染浪起春
潮……”一曲悠扬的原生态渔歌唱尽疍家人
的水上风情。2021年，横琴唯一的咸水歌
合唱队在珠中江沙田民歌邀请赛中获得银
奖，这支由15名三塘村居民组成的“疍家文
化队”在活动中崭露头角，成为咸水歌的传
唱人。

横琴三塘村，坐落于大横琴岛东北部山
麓，始建于1917年，村民大多由新会、香山板
湖迁至此地定居。走进三塘村，映入眼帘的
是数丛娇艳的夹竹桃，转过街角，则会看到
鳞次栉比的商铺，房屋统一刷成白色，每家
每户的窗口间都有褐色的栏杆，栏杆上点缀
着粉色花朵。

据当地居民梁福兴介绍，上世纪80年代
以前，三塘村村民一直围海造田从事农业，
后来发现海水太咸无法耕种，于是转向渔
业。那时，村民们的生活并不富裕，但人
情味却很浓，逢年过节，家家户户会做糍
粑、青团、芋头糕、煎堆等特色美食，互相交
换着尝鲜。三塘村有很多土生土长的疍家
人，疍家人以船为家，以打鱼为生，休息的
时候便会随性歌唱。因生活工作都跟大海
（咸水）有关，他们所唱的渔歌便被称为
“咸水歌”。

2020年8月25日，荷塘社区三塘党支
部组建了一支15人的“疍家文化队”，即咸水
歌合唱队，并以此为契机，开展“民生微实
事”——“疍家文化 扬起风帆”文化项目，举
办了多场“疍家文化”活动。

三塘村的李慧英和刘惠红都是咸水歌
合唱队的成员，加入合唱队的目的，就是闲

来无事能与伙伴们一起开心唱歌。
刘惠红今年71岁，这位“老队员”头脑非

常灵活，不需要提前准备，现场随便选择一
个主题就能即兴演唱。在记者面前，一开
始刘惠红还有些不好意思，但在众人的鼓
励下，她放开嗓子随手拈来一段曲调，质朴
悠扬的歌声瞬间抓住了在场观众，仿佛将
大家带回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昔日
时光。

“无拘无束”是李慧英经常提到的词，在
她眼中，疍家文化就是“随性”的代表。咸水
歌没有固定歌词，也没有固定歌谱，源自生
活、贴近生活，即兴创作就是咸水歌的精髓
所在。这种特点也体现在疍家人生活的方
方面面，反映出他们自由自在、不拘小节的
性格。

咸水歌虽然是三塘村的特色文化，但随
着时代的变迁，也面临逐渐消亡的窘境。李

慧英说，老一辈三塘村人唱咸水歌功夫了
得，到她这一辈，已经有很多人不会唱了。
三塘村党支部委员梁金满则表示，时代不一
样了，以前没有网络，没有手机，人们休息时
便聚在一起互相对唱，现在娱乐方式选择更
多，大家就不愿意唱了。此外，三塘村曾经
有很多鱼塘，人们在打鱼时可以看到水波、
游鱼、落霞，自然而然受环境影响有感而发，
现在从事打鱼行业的人越来越少，也就失去
了唱渔歌的环境。

“虽然时代变了，但也要通过一些活
动让更多人了解这些文化的存在和魅
力。”荷塘社区“两委”委员梁倩莹表示，疍
家文化的特质在于无拘无束，这种深层
次的文化内涵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
失，它们永远都是一把理解、认同地域文
化的钥匙，承载着三塘村祖祖辈辈的历
史和记忆。

疍家咸水歌，唱出心中的无拘无束
三塘村“疍家文化队”积极宣传推广本土文化

开栏语

山川之美，人文之萃，交相
辉映，你我共谈。如今，横琴
粤澳深度合作区一栋栋高楼拔
地而起、一个个项目落地，与
之相对应的文化建设也要跟上
脚步。

为挖掘横琴文化内涵，发现
更多自然资源、人文趣事，即日
起，横琴潮开设“横琴风物志”栏
目，关注本土历史地理、风土人
情、文化习俗，以历史掌故、遗闻
遗事、文艺随笔等多种形式向读
者展现最原汁原味的横琴人文
风貌，敬请垂注。

□本报记者 李灏菀
见习记者 陈子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