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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帆

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周年之际，全国“两红两优”光荣
榜揭晓，珠海市妇幼保健院团委获得

“全国五四红旗团委”称号。在医院
党委的带领下，医院团委紧紧凝聚医
院青年生力军力量，带动青年医护人
员在疫情防控、志愿服务中勇挑重
担、冲锋在前。

青年医护人员在疫情防控中
冲锋在前

目前，珠海市妇幼保健院团委共
有团支部13个，团员313人，团干部
45人。2020年新冠疫情发生以来，
珠海市妇幼保健院的医护人员积极
奋战在抗疫一线，其中，有6名青年
医护人员奔赴湖北战“疫”前线，32
名青年医护人员奔赴澳门战“疫”前
线，60名青年医护人员奔赴香港战

“疫”前线。
在推进新冠疫苗接种方面，医院

团干部带头组建技术过硬接种队伍，
设置院外临时接种点5个，并为18
家企业、7所学校开展上门服务，累
计接种25万人次，为群众安全便利
接种疫苗保驾护航。

今年1月，珠海市妇幼保健院南
屏院区位于南屏封控区，为保障医
院正常运转，多名青年医护人员坚
持留守岗位，以医院为家。短短数
日，医院累计派出青年医护人员
1600余人次，前往70个采样点，完
成103万人次核酸采样。

此外，记者了解到，医院热心于
我市公益事业，创设“员工+志愿者”
融合发展模式，打造专业的医疗志愿
服务队伍，在“i志愿”平台完成399
名党员、青年团员注册，近两年共开
展志愿服务活动102次，共有5943
人次参加志愿服务活动，服务时间达
47544 小 时 ，共 服 务 约 38 万 人
次。近两年来，医院团委组织300余
名青年参加无偿献血活动，共计献血

72000毫升。

积极开展多项志愿服务项目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珠海市妇
幼保健院创设了“小丑医生送欢乐”

“童来学急救，今天我做小医生”“暑
期职工子女志愿服务”“2021年青少
年暑期急救科普夏令营”“医二代

‘义’起来，志愿服务传递爱”等项
目。医院开展的“助力乡村振兴战
略·101护幼计划”活动项目，设定了
5年计划，在斗门区101个乡村的学

校、社区开展急救知识科普培训，助
力青少年健康成长，提升留守儿童安
全知识和技能。

近5年来，珠海市妇幼保健院
先后获得 2017 年“广东省共青团
员先锋岗（队）”、2018年“广东省学
雷锋最佳志愿服务组织”、2020年

“广东省五四红旗团委”、2020-
2021年度“珠海市五四红旗团委标
兵”、2022年“全国五四红旗团委”
等称号。

“童来学急救，今天我做小医生”

项目获评“珠海市2021年度学雷锋
月青年志愿服务典型项目”及第4届
全国卫生健康品牌传播“年度品牌活
动最佳案例”。2021年珠海市妇幼
保健院成功创建3个“珠海市青年文
明号”。

珠海市妇幼保健院相关负责
人表示，医院团委将继续大力加强
组织建设，发挥团员青年突击队作
用，全面提升“三力一度”，在珠海
卫生健康事业新征程中展现新担
当新作为。

凝聚青年力量 展现担当作为
市妇幼保健院团委获评“全国五四红旗团委”

珠海市妇幼保健院的青年医护人员奋战在抗疫一线。 受访单位供图

本报讯 记者宋雪梅报道：为扩
大和巩固共青团的阵地建设和组织
依托，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
工作，5月4日，全市首个门店式青年
之家和首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示范点
高新区港湾1号“青年之家”正式揭
牌投入使用。

能看书、能看电影、能参加志愿
服务活动，还能品尝美味的蛋糕和

咖啡……记者在现场了解到，这一
设施及功能多样的公益场所占地约
275平方米，旨在激发和增强基层团
组织的工作活力和服务效能，推动
共青团的组织形态、工作力量、服务
项目在团员青年身边实现有形化和
常态化，打造新时代文明实践示范
点的样板，唱响新时代文明实践主
旋律。

据了解，近年来，高新区团工委
不断创新形式，以青年服务为主线，
以多样化、多频次的活动为支撑，打
破过去常规化“输血式”项目运营模
式，运用市场化手段，加入咖啡店、书
吧、放映厅、运动空间等青年触手可

及的社交空间，打造“造血式”新型团
属项目，向园区青年开展团务工作、
文明实践、就业创业、学习交流、婚恋
交友、志愿服务等，辅以文化周边产
品、特色活动举办等复合式运营，使

“青年之家”成为引领凝聚青年、组织
动员青年、联系服务青年的文明实践
阵地和团组织直接联系团员青年的
一个综合服务平台。

2022年，根据珠海高新区精神
建设委员会印发的《珠海高新区推
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十大专项行
动方案》要求，高新区文明办和高
新区团工委积极探索，将港湾1号

“青年之家”打造成珠海市首个新

时代文明实践示范点，搭建精神文
明建设向青年、青少年人群延伸的
根据地。

据高新区团工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接下来，高新区将在完成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全覆盖任务的
基础上，进一步打造新时代文明实
践示范街——山房路、新时代文明
实践示范基地——会同古村、新时
代文明实践示范站——星湾社区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根据高新区征集
新时代文明实践标识结果，统一规
范全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
站、点）标志，进一步夯实全区新时
代文明实践阵地。

全市首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示范点投入使用

青年之家小阵地 服务青年大作为

本报讯 记者王芳 马涛报道：春争
日，夏争时。今日是传统节气立夏。

“立”是开始的意思，立夏是二十四节气
中的第七个节气，夏季的第一个节气，
与立春、立秋、立冬并称“四立”，代表着
季节的转换与到来。

暴雨雷暴增多，台风随时来袭

立夏表示告别春天，夏天从此开
始。此时北斗七星的斗柄指向东南
方。历书写道：“斗指东南维，为立夏，
万物至此皆长大，故名立夏也。”

若按气候学的标准，日平均气温稳
定升达22℃以上为夏季开始，地处南
方的珠海不管是按古人的节气划分还
是按现代气候学的定义，都已进入“绿
树浓阴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的夏
季。

雨势骤晴山又绿。进入立夏节气
以后，珠海也进入了前汛期，暴雨、雷暴
等强对流天气增多，台风也随时“上
线”，并且晴雨变化快，夏日午后雷阵雨
也会常来做客，市民要关注天气预报，
提前做好面对灾害性天气的各项防御
措施。

夏季万物繁茂，注重农作物管理

春争日，夏争时。“立夏”的“夏”是
“大”的意思，是指春天播种的植物已经
直立长大了。立夏以后，珠海天气逐渐
炎热，雨水增多，万物繁茂，农作物进入
了茁壮成长阶段，也进入了农忙时节。
珠海市现代农业发展中心高级农艺师
宫庆友介绍说，立夏时节鲜食玉米正处
于“喇叭口期”，此时鲜食玉米正处于快
速生长期，重点要加强施肥管理，促进

玉米深扎根，培育壮秆防倒伏，孕育大
穗争高产。

宫庆友说，立夏时节农民朋友要及
时施拔节肥，并进行中耕培土和适当灌
水，促进气生根生长。同时，还要在晴
天及时剥蘖和剥笋，促进茎秆茁壮成
长。在病虫害方面，要严防玉米螟和草
地贪夜蛾，如发现植株心叶有虫眼、叶
肉有咀嚼状时即施药，每隔7至10日
施1次，连续施2至3次。

此外，水稻方面，要加强水稻田
的水肥管理，对未够苗的早稻，田间
要保持浅水层，对已够苗的早稻要及
时排水露、晒田。蔬菜作物方面，需
适时除草和松土，以利生长。果树的
管理，要及时进行疏果、套袋和追肥
等工作。

春夏养阳，饮食顺应天气变化

进入立夏时节，人们的新陈代谢加
快，易出现心脑血液供应不足，常使人
烦躁不安，倦怠懒散。传统中医认为，
人们在春夏之交要顺应天气的变化，暑
易伤神，暑易入心，因此要重视精神的
调养，加强对心脏的保养，尤其是老年
人要有意识地进行精神调养，保持神清
气和、心情愉快的状态，切忌大悲大喜，
以免伤心、伤身、伤神。每天清晨还可
吃少许葱头，或每晚少量饮酒，促使气
血流通，心脉无阻，预防疾病。

立夏以后饮食原则是“春夏养阳”，
在饮食方面，大家饮食宜清淡，以易消
化、富含维生素的食物为主，大鱼大肉
和油腻辛辣的食物要少吃。可多喝牛
奶、多吃豆制品、鸡肉、瘦肉等，既能补
充蛋白质等营养，又起到强心的作用。
同时多吃西红柿、青椒、黄瓜、冬瓜、苦
瓜等蔬菜以及粗粮，增加纤维素、维生
素B、维生素C的供给，能起到预防动
脉硬化的作用，以达到“正气充足，邪不
可干”境界。

春争日，夏争时，气象灾害随时防

本报讯 记者陈颖报道：5月4日，
市公路事务中心牵头实施的鸡啼门大
桥应急抢险工程传来好消息，大桥维修
已基本完成，比预期提前了近一个月，
计划近日恢复大桥南北两侧桥面正常
通行。届时，珠海大道该路段的通行效
率将大幅度提高。

鸡啼门大桥连接平沙镇和红旗镇，
周边产业园区众多，作为珠海大道上一
座重要桥梁，建成至今29年一直承载
较大交通压力。去年，该桥经检测发现
存在严重安全隐患，随后实施应急抢险
工程。按照交通管制要求，双向车流只
能借三车道慢速通过。由于通行能力
受限，不少产业园区的运输车辆只能绕
道。为了尽可能减少对市民出行的影
响，多部门对工程予以大力支持，项目

审批等前期准备时间被大幅度缩短。
实施过程中，市公路事务中心统筹设
计、施工等多项工作，今年1月下旬，该
桥南侧病害完成处理，提前开放通行。
经参建各方的努力，目前北侧桥面病害
也已处理完成，进度再度提前，整个工
程已基本完工。通过相关部门验收后，
大桥即将在近日恢复双向正常通行。

本次大修后，双向六车道的鸡啼门
大桥不仅消除了存在的安全隐患，桥
面配置还获得了升级。其中，机动车
道还加铺了高粘性沥青，相比普通路
面沥青层更薄更耐磨，行车舒适性更
高。机动车道旁还新增防撞护栏，可
对驾驶员和桥梁提供更多防护。人行
道加铺彩色陶瓷颗粒，步行舒适性和防
滑性能更强。

珠海大道鸡啼门大桥维修基本完成

南北两侧桥面即将恢复通行

本报讯 记者许晖报道：昨天是“五
一”小长假的最后一天，记者走访珠海
大剧院、野狸岛公园、海滨公园等多个
景区景点后发现，大部分市民游客都能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文明出行，但
是依然存在一些不文明现象。

在珠海大剧院外的人行道上，记者
走访时偶尔可以看到烟头和废纸等垃
圾。在野狸岛公园，不时看到有人抽烟
并随意乱扔烟头。在情侣路上，仍有市
民不顾警示牌的提醒，倚靠在护栏上小

憩甚至攀爬护栏。在香炉湾沙滩旁的
石板路上，还可以看到有家长让孩子在
通道上小便；而不远处的沙滩上，也可
以看到被游客丢弃的矿泉水瓶、塑料袋
等垃圾。此外，记者还看到有人直接翻
越护栏穿越到沙滩上、随处遗弃食品包
装袋等不文明行为。

随后，记者随机采访了几名市民，
大家纷纷表示，珠海城市文明程度已经
保持在较高水平，不文明现象属于极个
别行为，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努力，让珠
海越来越美。一名年轻市民表示：“要
从最小的事情开始做起，比如不要乱丢
垃圾。如果大家有余力，可以多参加公
益活动，从年轻人做起，从大学生做起，
保护环境，爱护家园。”

“五一”假期我市部分景点
存在不文明旅游现象

本报讯 记者康振华报道：记
者从香洲区人力资源开发管理服
务中心获悉，近日，香洲区大学生
创业孵化基地评出今年首期入孵
项目，5个创业项目通过评审，获得
入驻资格。

据了解，为培育大学生创新创
业精神，满足大学生创业场地及孵
化需求，香洲区大学生创业孵化基

地于 1 月初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创
业项目，受到社会各界关注，共征
集到 12 个创业项目。近日，该基
地召开评审会，邀请5位创新创业
专家、市级创业导师组成评审专家
组，对今年第1期入孵项目进行了
评审。

经过前期的项目书面资格审
核，本次共有8个项目入围评审会，

涵盖智能机器人、低碳环保、动漫、
电子商务等多个领域。评审坚持

“科学规范、公开透明、公平公正、择
优选择”原则，采取“8分钟路演+4
分钟答辩”的形式进行。评委们认
真听取了创业项目负责人的介绍，
根据项目技术和产品、商业模式、市
场前景、预期效益等方面与项目负
责人进行深入交流，并对项目提出

辅导性建议。评审专家根据项目申
报材料、现场陈述与答辩等情况，结
合团队素质、市场前景、盈利性、可
行性、风险性等方面进行分析与评
审，认真严谨地对每个项目进行综
合评分。最终，5个创业项目通过评
审，获得入驻资格。未来基地将为
入驻项目提供免费的孵化场地及更
多的创业辅导。

香洲区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评出今年首期入孵项目

5个创业项目通过评审获得入驻资格

本报讯 记者陈新年报道：5月 4
日，为进一步做好“五一”假期返程后社
会面疫情防控工作，珠海市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要求
假期后来（返）珠人员做好相应的疫情
防控健康管理措施。

该通告指出，所有自外市（中山市
坦洲镇、三乡镇除外）来（返）珠人员抵
珠前，须通过“珠海健康申报”完成申
报。抵珠后主动向所在社区、单位、酒
店报备，主动落实“3天2检”（抵珠 24
小时内完成1次核酸检测，48小时后再
做1次核酸检测，已持有省内24小时核
酸检测阴性证明者抵珠后视为已完成
第1次核酸检测）。

通告要求，落实各单位、各企业主
体责任，对所有返岗员工须查验健康
码、行程卡，有外市（中山市坦洲镇、
三乡镇除外）旅居史人员，返岗前须持
24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或检测
记录。

该通告特别提醒，4月28日以来，

自河南省郑州市来（返）珠人员，落实7
天居家隔离（不能外出）+7天居家健康
监测（第1、3、5、14天开展核酸检测）。

此外，自上海市全域、吉林省全域
和中风险地区、高风险地区所在县（市、
区）来（返）珠人员，继续落实14天居家
隔离（不能外出，第1、4、7、14天开展核
酸检测）。

自江苏省徐州市、江苏省苏州市、
河北省唐山市、江西省上饶市、广州市
花都区、广州市白云区来（返）珠人员，
广州白云机场工作人员、经广州白云机
场来（返）珠人员，继续落实7天居家隔
离（不能外出）+7天居家健康监测（第
1、3、5、14天开展核酸检测）。

通告最后要求，全市各类学校所有
师生员工，从外市返校须持24小时内
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返校后再接受1次
核酸检测。从重点地区返珠按防疫政
策须落实居家隔离或居家健康监测等
管控措施的，如本人不具备居家条件
的，暂缓返校。

珠海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

这些人员应主动落实“3天2检”

本报讯 记者钟夏报道：记者从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委会获
悉，近日，合作区推出“澳门青年实习
计划”，针对不同行业、专业推出专项
实习计划，满足不同澳门籍青年群体
的实习需求，为澳门青年发展创造更
有利条件、更广阔空间。其中，活动
首期推出的“澳门青年·横琴粤澳深
度合作区专项实习计划”“澳门大学
生暑期专项实习计划”于5月4日至
18日接受报名。

本次“澳门青年实习计划”活动
主要面向18至45岁，澳门籍在校大
学生（含本科及以上）以及具备相关
行业工作经验的澳门籍青年，计划于

今年7月至12月期间开展7-8个专
项实习活动，在全国范围内遴选符合
澳门产业发展方向的优质企业及项
目，根据地区、行业及企业实际情况
制定专项实习计划，打造常态化、滚
动式实习实践项目。

其中，近期计划陆续推出的包括
“澳门青年·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专
项实习计划”“澳门大学生暑期专项
实习计划”“澳门青年·现代金融产业
专项实习计划”“澳门青年·电子竞技
产业专项实习计划”4个专项实习计
划，实习地点分布于上海、广州、珠
海等地区，岗位涉及现代金融、电子
竞技、行政管理、人工智能、信息科技

等行业领域。实习活动采用网上报
名，有意参与实习的澳门籍青年可关
注“琴澳青年”微信公众号，通过公众
号进行岗位申请。

后续主办方还将根据首期实习
计划开展情况，以及澳门籍青年的实
际需求进行优化调整，陆续推出文
旅、会展、商贸等领域的专项实习计
划，力争从年龄、学历、专业技能等多
个维度覆盖不同澳门籍青年群体。
实习活动将为参与实习的澳门籍青
年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保障，安排和管
理实习生的食、宿、保险等事宜，实习
企业将根据当地工资标准发放实习
工资。

此外，在实习期间，主办方将在
落实好相关疫情防控措施的前提下，
组织丰富多彩的交流活动，通过参观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探访知名企业等
活动，进一步提升澳门青年对国情的
认知和了解，增强对国家的认同感和
归属感。

“我们希望通过更加丰富多元的
活动，将合作区打造为澳门青年参与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融入国家发展大
局的主平台、主基地，为澳门青年锤
炼本领、增长才干提供更广阔平台，
为促进澳门产业多元发展培养更多
优质人才。”合作区执委会相关负责
人表示。

合作区启动“澳门青年实习计划”
岗位涉及现代金融、电子竞技、人工智能等行业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