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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让孩子体会母亲的不易、感恩母
爱，横琴创新方策划“我来当‘妈妈’精明
小管家”活动，招募亲子家庭参与其中。
活动当天，孩子将与母亲互换角色，为家
人安排行程、为母亲挑选礼物，体验做“小
管家”的乐趣。本次活动中，孩子选购礼
物的花费均有补贴。活动现场将投票选
出5样“妈妈最心仪礼物”，选购这些礼物
的孩子将得到主办方送上的“大礼包”。

主办方：横琴创新方
活动时间：5月2日10：00-12：30
报名时间：4月29日、30日
活动地点：横琴创新方西区
招募人群：6-12 岁的珠海、澳门亲

子家庭（30组）
报名方式：通过“创新方 NOVO-

TOWN”微信公众号扫码添加工作人员
微信报名。

“我来当‘妈妈’·精明小管家”活动招募中

本报记者 李灏菀 见习记者 陈子怡

劳动节即将到来，为向节假日仍旧坚
守岗位的一线劳动者表示慰问，澳门妇女
联合总会广东办事处琴澳亲子活动中心
联合小横琴社区开展“向劳动者致敬”活
动。活动将组织社区青少年制作爱心冰
粉，并将打包好的冰粉送给一线工作者。

主办方：小横琴社区党委、澳门妇女

联合总会广东办事处琴澳亲子活动中心
活动时间：4月30日9:30-18:00
活动地点：琴澳亲子活动中心二楼

多功能室
活动对象：合作区青少年 18人
报名方式：通过“澳门妇女联合总会

广东办事处”微信公众号扫码报名。

琴澳亲子活动中心将开展“向劳动者致敬”活动

每个人都会有许多的旧衣服，扔了
可惜，放在家里又占地方。本次“衣旧情
深，爱心循环”旧衣物改造活动将向社区
居民分享简单实用的旧衣改造方法，现场
教授手工操作技巧，并开设垃圾分类知识
小课堂，实现废旧衣物再利用。

主办方：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城市
和规划建设局

活动时间和地点：
4月29日10:00-11:30 荷塘社区党

群服务中心二楼
4月29日16:30-18:00 莲花社区内

大礼堂
4月29日16:45-18:15 小横琴社区

党群服务中心会议室
4月30日15:00-16:30 新家园小区

11栋居民活动中心
报名方式：通过社区居民群发布的

二 维 码 扫 码 报 名 ，或 拨 打 联 系 电 话
13527200695。

“衣旧情深，爱心循环”旧衣物改造活动即将举行

琴澳“五一”去哪儿玩
这里有份文旅亮点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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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区新增近4万平方米
向日葵花海

为提升节日气氛，“五一”期
间，合作区将于橙子开心农场、天
沐河碧道、花海长廊、励骏庞都广
场等5处增设总面积39000平方
米的花海，为城市增添一道金黄
色的风景线。

近年来，拥有碧海蓝天与清
新空气的横琴花海长廊成为琴澳
居民户外休闲的好去处。“五一”
临近，花海长廊做足准备，橙黄的
金鱼草、樱粉的马缨丹、嫣红的秋
海棠，各式各样的花朵争相绽放，
塑造全新的精致景观。

提到花海长廊，不得不提
最近十分热门的露营。花海长
廊 5 号驿站拥有 50 个营位，场
地和停车位均不收费，游客可
以自带帐篷去搭建，也可以在
那里租帐篷，让工作人员帮忙
搭好，体验惬意的滨海花园风
光。此外，“五一”假期珠海长
隆国际海洋度假区推出的南花
园“海边露营”，以及横琴星乐
度·露营小镇开展的“露营生活
节”，亦为琴澳居民搭建了多个
露营平台。

恐龙化石模型亮相星乐度

化石、标本、海洋动物等最
能激起小朋友对自然科学的热
爱。4月 30日，横琴星乐度·露
营小镇与自然科学博物馆合作，
推出“梅杜莎恐龙展”，展出“梅
杜莎角龙”化石的1：1复刻版模
型，以及各类珍贵化石、标本。
届时，现场还会邀请多位专业自
然科学研究者为小朋友们开科
普课堂。

珠海长隆国际海洋度假区的
水世界乐园拥有海豚观赏池，能
够让游客与海洋精灵亲密互动，
让小朋友们接触自然、学习知
识。水世界乐园还有冲浪池、标
准泳池、水上滑道、漂流河等娱乐
设施，游客可以尽情解锁多种水
上玩法。

湾区时尚联结巡展展出
逾65件时尚作品

从 即 日 起 至 5 月 9 日 ，
FASHION BOND大湾区时尚联
结巡展在横琴创新方举行。展览
以“时尚·创库”为主题，邀请超过
20个内地和港澳独立时装设计单
位及6所大湾区设计院校参与，展
出超过65件时尚作品，推动湾区
文化交流和创意时尚产业发展。

市民游客还可以通过横琴创
新方微信公众号获得消费券，在
休闲餐饮、购物玩乐、特色美食等
项目上享受5折优惠，狮门娱乐天
地电影VR体验、国家地理探险家
中心探险活动同样可以享受折
扣。金源国际广场还推出惊喜福
袋、文旅横琴专属福利等优惠。

澳门塔石艺墟呈现手作
文创盛事

今年“五一”，“2022翱游澳门
无人机表演盛会”将用880架无
人机点亮澳门夜空，向市民带来
精彩绝伦的视觉盛宴。

本次无人机表演盛会将分别
于5月1日、2日、7日和8日晚上
8时和9时30分在澳门南湾湖上
演，每场演出约15分钟。今年表
演主题为“澳游四季”，四晚演出
分别以“春临澳门”“盛夏澳门”

“金秋澳门”“冬日澳门”为题，以
四季时间轴线串连澳门节庆盛事
和特色建筑等元素。

作为澳门著名的文创市集，
塔石艺墟已举办了14年，吸引本
地及外地创意人共同展现多元创
意，是澳门乃至亚洲地区的一项
手作文创盛事。

4月30日、5月1日下午3时
至晚上10时，上百个来自内地及
澳门的文创摊位于活动期间亮
相，展示销售风格多样的原创文
化创意商品，涵盖生活用品、衣物
配饰、手工艺品、手制天然产品
等。活动现场还架设了大型舞
台，将举行多场来自澳门及内地
歌手的音乐表演。

□本报记者 李灏菀
见习记者 陈子怡

本报讯 记者李灏菀 见习记者陈子
怡报道：近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莲花
社区、澳门街坊会联合总会广东办事处开
设首期“实用粤语进社区”公益课程。

活动当天，香洲区人大代表、香洲区
作协副主席杨长征为社区居民带来了一
堂声情并茂的实用粤语课程。本次公益
课程从广州话拼音开始教起，让学员基
本了解广州话的六调九声，并从日常口
语切入，带领学员现场进行简易的粤语
会话。

记者了解到，参加本次实用粤语课

程的学员大多数是成长自非粤语区的社
区志愿者。为更好地与服务对象交流，
他们主动报名参与了此次公益课。

来自浙江、在横琴有十几年志愿服务
经历的吴小青笑着说道，一些横琴长者“天
不怕地不怕，最怕让他们讲普通话”，交流
不便有时会影响志愿工作。为此，吴小青
和朋友们一起来到粤语课堂，准备“多学一
点”，让志愿服务也更“方便一点”。

据悉，本次“实用粤语进社区”公益
课程一共开设8次课，将帮助更多有需
求的居民掌握粤语听、说、读、写能力。

“多学一点”让服务“方便一点”
横琴开办粤语培训公益课堂

本报讯 记者刘雅玲报道：近日，由
广东省人民政府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工
作办公室政法工作处主办的“情绪小怪
兽”亲子心理教育活动在莲花社区举办，
15名亲子参与。

本次活动由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林
春爱主讲。“日常中，你最多的情绪是什
么？”“你跟情绪之间是什么关系？”“情绪
来了，你会怎么办？”林老师通过这3个
问题带着亲子们进入绘本故事。“我最多
的情绪是开心、焦虑、生气。”“我和情绪
的关系是友好相处。”“情绪来了，我会跟
朋友说，会自己消化。”家长和孩子们积
极回应。

“情绪有快乐的黄色、忧郁的蓝色、
愤怒的红色、害怕的黑色、平静的绿色。”
进入绘本故事，林老师带领亲子们认识

“我的朋友”——情绪小怪兽。家长和孩
子们也带着自己的感受去重新认识和体

验情绪：黄色像向日葵、像太阳；蓝色像
哭泣、不开心；红色像火山爆发一样。“父
母需要察觉和接纳孩子的情绪，当所有
情绪混在一团了，需要将情绪分类，找出
孩子哪只情绪小怪兽出来了，就会了解
行为背后的原因，才能正确引导孩子成
长。”林老师总结。

活动结束后，有家长分享自己的收
获：“情绪不分好坏。害怕是对我们的一种
保护，愤怒也可以代表我们的拒绝与态度，
忧伤代表排解，它能够流淌出我们内心伤
心的情绪。要尝试和情绪做朋友，正确看
待情绪，自身与情绪和解，把情绪分类，关
键是要找到疏导情绪的方法。”

本次活动中，亲子们通过有趣的绘
本学习，重新认识和体验情绪，学会识别
自己的情绪，用语言表达情绪，同时帮助
缓解家长的育儿焦虑、稳定情绪，促进亲
子关系的和谐发展。

莲花社区开展亲子心理教育活动

科学认识情绪 学会管理情绪

本报讯 记者张映竹 李宏报道：今
晚，珠澳首档跨境合作全媒体节目《玩转
珠澳》即将开播。该节目由珠海传媒集
团与澳门广播电视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制
作，旨在促进珠澳两地的文化交流与经
济协作。

为进一步推动珠澳两地多维度、多
层面的融合交流，珠海传媒集团积极探
索对外传播新方式。《玩转珠澳》节目内
容涵盖珠海和澳门两地的人文历史、潮
流动态、美食文化和旅游资讯，通过全媒
体推广形式，把好玩、时尚、新奇的生活
服务类资讯带给珠海和澳门的观众。

《玩转珠澳》澳门主持人嘉燕说：“澳
门是一个集合中西文化的特色城市，这
里有世界文化遗产，有地道葡式美食。

希望通过这个节目，让更多的珠海观众
感受到澳门的城市魅力，让澳门接收到
更多的珠海资讯。”《玩转珠澳》珠海主持
人吕囡囡表示：“作为土生土长的珠海女
孩，我对珠海有很深的感情。一直以来
我都希望让更多的朋友了解珠海、爱上
珠海。希望通过这个节目，增加珠海和
澳门两地的融合交流，让更多朋友感受
珠澳双城的魅力。”

据了解，《玩转珠澳》为周播节目，每
集10分钟，每周五20:05在珠海广播电
视台（ZHTV-1）、每周五20:50在澳视
澳门频道播出。节目还将通过观海
App、澳广视App推送。两地主持人将
用粤语与观众交流。节目风格轻松活
泼，敬请广大观众朋友关注。

珠澳首档跨境合作全媒体节目

《玩转珠澳》今日开播

《玩转珠澳》
节目画面。

节目组供图

“五一”小长假即将来

临，琴澳文旅业界多点“发

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打造向日葵花海并升级城

市景观、横琴星乐度和珠

海长隆海洋王国推出多种

玩法、横琴创新方和金源

国际广场开设时尚设计展

并推出优惠大礼包，澳门

以无人机表演和文创集市

吸引市民和游客的目光。

本报讯 记者李灏菀 见习记
者陈秀岑报道：4月28日，记者从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城市规划和
建设局获悉，合作区在“五一”假期
将推出共享汽车出行优惠活动，给
市民和游客出行提供更多选择。

“五一”假期内，合作区将在横
琴多个自然村、旅游景点设立共享
汽车网点，方便市民游客取还车。
取还车网点包括：三塘村、四塘村、
上村、下村、红旗村（宝兴路天桥旁
路边停车、新华书店路侧停车位）
石祥云路法院停车场、深井村、石

山村、天沁园停车场、中央汇和粤
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另外，
花海长廊1~5号有临时停放点。

从今日至5月10日，本次共享汽
车出行优惠活动与花海长廊、芒洲湿
地公园等7处场所联动，开启一车游
横琴活动。游客可在WarmCar共
享汽车App内预约用车，点击“导航
栏一车游”参加活动，驾驶WarmCar
共享汽车到达地图上你想要去的景
点。取还车前请在App上提前确认
网点区域，确保有可租车辆和还车
位。

“五一”打卡横琴美景

合作区推出共享汽车优惠出行

相关新闻>>>

游客在横琴花海长廊露营地游玩游客在横琴花海长廊露营地游玩。。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曾遥曾遥 摄摄

澳门文创集市live秀。 澳门旅游局供图

梅杜莎角龙化石模型。 合作区行政事务局供图

珠海长隆欢乐游珠海长隆欢乐游。。
合作区行政事务局供图合作区行政事务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