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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茹

我市产业发展大会，围绕实现强力推进全市产业发展，支持服务横
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高质量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际化经济特区的目标做了周密部署。这是一次工作部署会，更是誓师动
员会。为落实会议精神，完善招商引资工作体系，笔者就设立产业引导
基金，发挥整体招商优势，加快产业聚集，形成产业生态提出几点建议：

一是推动建设完备的集成电路全产业链。以政府产业引导基金为
抓手，集中关键资源，重点促进集成电路产业生态建设，发挥龙头企业规
模优势、技术优势和带动效应，形成产业集群化发展。

二是加强对核心芯片创新研发的支持力度，加快科创板硬科技芯片
和垂直领域企业上市融资步伐，提高对国产替代芯片技术和产品的支持
力度。

三是围绕科创产业发展的大方向，补齐产业短板，建设一批以企业
为主体、市场化运作的优质科技创新平台，推进科技创新平台与现代产
业体系协同，支持企业参与基础科学研究，推动科研活动支撑引领合作
区产业发展。

四是对接粤港澳三地职业教育体系，探索建立粤港澳大湾区社会化
技能水平评价体系，构建湾区职业教育协同与联动机制，形成协调灵活、
利益共享的发展格局。

五是围绕重点产业加强宣传推介，围绕重点产业加大举办展览展会
力度，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合作，助力产业高质量发展，不仅要关注招揽
500强和独角兽等优质企业，更要注重引进和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完善珠海的产业结构。

六是配合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争取国家对创新合作项目的支持，建
设珠港澳集成电路产业合作示范区，为产业孵化、科技金融、成果转化、国
际技术转让等提供便利条件，将促进澳门产业多元发展目标落到实处。

七是出台电商产业发展的扶持政策，成立电商产业联盟，扶持引领
电商产业聚集发展。可以在珠海保税区建设跨境电商产业园区，在珠高
校设立电商学院或电商直播专业，大力培养电商人才，利用保税区优势，
推动跨境医药电商的发展。加强国际电商人才吸引集聚，创建国际电商
永久大赛和赛场，带动文创设计、动漫等整体发展。

八是留住人才，加快团队落地，利用珠海高校众多、毗邻港澳等优势，
解决高端人才后顾之忧，延长产业链。借助横琴·澳门青年创业谷创新创
业基地，吸引港澳青年前往合作区创业发展。可以为港澳青年设置“一站
式”咨询服务专窗，助力港澳青年到合作区就业、创业，引导港澳社会资
金、民营企业积极参与，为港澳青年的发展多搭台、多搭梯，加大对港澳青
年科技人员引进和支持力度，为港澳青年科学家提供良好的科研环境。

九是促进珠澳两地高校的研究机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与珠海的
产业发展需求更加紧密结合。加强珠海高校学科专业建设，提升科研
水平和成果转化效率，着力解决珠海高校与珠海产业发展不协调的结构
性问题，打通科创、融资、孵化链条，引进、支持一流科学家来珠工作生
活、干事创业。

（作者系珠海市政协科教文卫体委员会主任）

完善招商引资工作体系

精准发力 产业攻坚

□谭永弘

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青少
年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接续的过程，要针对青少年成长的不同阶段，有
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小学德育是小学阶段思想政治教育的体现和具体化，是构建大中
小学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最基础环节。只有扎
实做好小学德育工作，发挥好以班主任为重点的引领作用，给学生心
灵从小播下真善美的种子，才能从根本上提升今后各阶段思想政治教
育的效果。

德育，小学班主任必练基本功

小学德育直接关系到培养人的方向和质量，抓好小学德育关键在教
师，其重中之重又在班主任，做好德育工作是小学班主任的头等大事和
必练的基本功。班主任是全面负责一个班级学生的思想品德、学习生活
等方面工作的直接管理者，是最为了解孩子的人、是育人的花匠和孩子
知心的朋友。“知心”有着深层次的内涵，“知”意味着班主任要详细地了
解学生的思想品德、政治和道德情操等，“心”代表着班主任要有爱心、热
心、耐心对待学生，用言行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但是，由于小学阶段的
孩子天性活泼好动、情绪管控能力较弱、遵守校规校纪意识不强，这对于
小学班主任来说，做好德育工作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小学德育工作难在哪？

德育工作开展得好，有利于以情感人、以情化心。但在现实教学中，
一些班主任只是制定了班规班纪，并粗略地向学生解释和强调他们应该
遵守的内容，并未真正帮助班主任提升德育工作和班级管理的水平。

班会课是班主任进行德育工作最好的平台，但目前大部分的班会课
都是重复的道理说教，枯燥乏味，导致学生丧失兴趣，没有达到以班会课
开展德育的预期成效。

德育方式单一。一些班主任在德育教育工作中往往照本宣科，对学
生进行“填鸭式教学”，缺乏情感交流的讲授，难以引起学生的共鸣。

还有一种情况也比较普遍，就是班主任的德育工作没有贴合学生的
心理实际，对学生思想上的困惑，如与同学相处不融洽、不知道如何与他
人沟通、不知道如何融入社会等烦恼，既不重视，也没设身处地有效引
导，一味用自身的经验进行说教，德育效果大打折扣。

精心准备 结合热点
创新推进德育工作

转变德育工作理念。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最需要精
心引导和栽培。学校特别是班主任要从思想深处真正把小学德育作为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来抓好抓实。要真正破除“唯成绩论”的
藩篱，制定具体的课程安排和评价体系，杜绝班会课、道法课等思政课让
位于“文化主课”的现象。班主任及所有教师，要注重培育学生正确的价
值观和人生观，坚持“若想做好一件事，首先要学会如何做人”的教育理
念，让学生从小在正确的人生道路上成长。转变德育工作理念，是长期
的系统工程，需要持之以恒的坚持，用心地根据学生的成长和发展空间
逐渐找到一个契合点，创新素质教育的教学方法和德育工作方法，以达
到理想的德育工作状态。

精心准备德育内容。德育内容要贴近学生生活、走进学生心里，将
爱国主义、道德规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内容融入生动活泼的日常
德育活动中。要针对小学生的认知特点，营造贴近学生生活的，具有浓
郁生活化气息的教学情境，带着学生上好每一堂主题班会课，搞好每一
次主题德育活动。例如，开展“向雷锋同志学习”主题教育班会课，很多
小学生只知道要向雷锋同志学习，并不清楚如何实践。班主任可邀请志
愿者或社区工作者讲授志愿服务的经历，并指导学生身体力行参加一次
志愿服务活动，通过具象化的教学内容让学生知道乐于奉献、乐于助人
就是雷锋精神。要注重班级文化氛围营造，在课室因地制宜布置各类名
人故事、名言警句、黑板报等，润物细无声将德育渗透给学生，达到显性
教育与隐性教育的充分结合。

科学实施有效教法。小学生心理还很脆弱，在家依恋父母，在校依
恋老师，针对小学生的心理特点，班主任要扮演好各种角色，花更多时间
用心了解学生的家庭生活情况、学习情况以及心理情况，有针对性地解
疑答惑。要结合社会热点和班级实际，及时掌握学生生活和感兴趣的话
题，采用科学合理的德育工作方式方法。比如，可利用课室白板硬件设
施，设计主题教育活动体验，让学生积极参与到德育工作当中。同时，班
主任要加强与学生家长的沟通交流，共同探索家教方法，提升家教水平，
在家校互动中构建更加有利于学生德育的家庭氛围。

（作者单位：珠海市香华实验学校）

扎实做好小学德育工作

□梅耀敏 朱书勤 张云子

前不久，我市召开产业发展大会，提
出要实施产业立柱攻坚行动，加快构建
具有珠海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紧紧围
绕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集成电路、
生物医药与健康 4 大主导产业，以及智
能家电、装备制造、精细化工3大优势产
业集中用力，迅速做大做强珠海“4+3”支
柱产业集群。

全市产业发展大会吹响了坚持“产
业第一”，加快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冲锋号。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作为
珠海 4 大主导产业之一，多年来在提升
城市能级量级、加快珠海经济发展方面
贡献良多。面向未来，珠海生物医药与
健康产业如何抓住机遇，百尺竿头，更进
一步？

一、珠海市生物医药与健康产
业发展现状

（一）产业整体发展向好
一是产业集群持续发展壮大。2021

年，珠海市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规上工
业总产值超300亿元，同比增长7.4%，规
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9%。目前，全
市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有高新技术企业
167家，工业总产值占全市高新技术企业
工业总产值的13.8%。

二是重点企业发展势头强劲。2021
年健帆生物获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
企业称号，汤臣倍健入选2021民营企业
发明专利500家榜单的第414名，联邦制
药等 10 家企业获广东省制造业 500 强，
亿胜生物等20家企业成为省级、市级专
精特新企业。

三是企业创新成果突出。2021年我
市共12个品规药品通过一致性评价，获
国家药品审评中心（CDE）受理的新药申
请27件，其中23件属于Ⅰ、Ⅱ类新药，2
个Ⅰ类新药、1个Ⅱ类新药获得新药临床
批文，87件Ⅱ、III类医疗器械获批上市。

（二）各细分领域有一批优质企业
一是化学药。化学药领域以丽珠制

药、润都制药、联邦制药和亿邦制药等重
点企业为代表，产业布局覆盖上游原料
药、医药中间体，以及中游化学药品制
造，用药领域主要为心脑血管、抗感染、
消化系统等。亿邦制药生产的克林霉素
连续多年市场占有率全国第一，丽珠医
药的头孢地嗪、头孢呋辛，金鸿药业头孢
克肟的国内市场占有率名列前茅。

二是生物制品。生物制品领域以联
邦制药、丽珠制药、亿胜生物、泰诺麦博
生物、普米斯等重点企业为代表，主要集
中于金湾区。生物制品I类新药有丽珠
制药的丽康乐、亿胜生物的贝复系列等4
个。

三是中药。中药领域以金鸿药业、
天大药业、安生凤凰等重点企业为代表，
药品主要用于骨伤科、妇科调理、清热解
毒等领域。如金鸿药业的穿心莲内酯软
胶囊。

四是医疗器械。医疗器械领域以健
帆生物、宝莱特、宝锐生物和丽珠试剂等
重点企业为代表，主要集中于高新区，产
品主要为医用耗材、体外诊断设备或体
外诊断试剂、影像设备、植入医疗器械、
治疗设备等类别。宝莱特旗下血液透析
粉/液产品实现了国内市场占有率第一；
健帆生物2021年入选国家制造业单项冠
军示范企业，主要核心技术“全血灌流”
为中国原研原创，广泛应用于尿毒症、肝
衰竭、中毒、红斑狼疮等急危重疾病。

五是保健品。汤臣倍健为珠海市大
健康领军企业，产品覆盖心脑血管、增强
免疫力、体重管理、血糖管理、眼部营养
等保健与营养领域。2020年汤臣倍健以
10.3%的市场份额位居中国维生素与膳
食补充剂行业第一位。

二、产业发展面临的困境

（一）污水处理基础设施短板亟待
补齐。目前，珠海市生物医药相关产
业园等空间载体污水处理设施配套尚
未完善，污水处理设施由企业自建。
特别是部分园区面临着配套管网建设
滞后、设施提标改造需求迫切等突出
问题。

（二）产业创新研发配套不足。目
前，珠海市研发外包服务企业较少，作为
生物医药与健康企业主要集聚区的高新
区，专业服务机构数量欠缺，研发、生产
服务类企业仅有天翼医药1家，检测、认

证服务类企业仅有国医械华光 1 家，尚
不能满足区内企业发展需要。全市药物
筛选与设计平台等服务性机构不足，药
理研究、动物实验等机构选择较少。据
了解，珠海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仅有珠海
市人民医院和中大五院具备相关资质。

（三）各层次人才皆缺，校企对接工
作有待加强。据调查，我市生物医药与
健康企业普遍存在高端人才、中层管理
人员及普通工人等各层次人才短缺，原
因主要有三点。

一是人才培养不足。我市高校虽开
设制药相关专业，但医学、药学、生物医
药工程等相关专业少，仍难以满足产业
人才培养需求及研发需要。

二是高端人才聘请难。当前我市生
物医药与健康产业的规模相对国内产业
传统强市，还有不小差距，产业氛围和学
术氛围不够浓厚，人才发展空间受限，导
致高端人才引进困难且流失严重。有企
业2021年有10余位985高校、海归博士
等高端人才被长三角、青岛等地区的同
行企业挖走。

三是针对技能人才招聘的校企对接
渠道不畅。对生物医药方面的中专、职
业技术人员需求较大的企业反映，珠海
市本地院校毕业生与企业需求不匹配。
中小微企业联系省外职业院校对接难度
较大，校方重视度不高，常需花费大量时
间和精力辗转多方，才能找到准确对接
人，在校企合作对接中进展不畅。

三、补短板强配套，推动生物医
药与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

坚持“产业第一”，补齐产业短板，完
善产业发展相关配套，加快推动生物医
药与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

（一）增设污水处理设施，完善产业
配套。开展污水产生量与处置能力匹配
情况及设施运行情况评估，科学规划和
引导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并将其纳入我
市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
规划中，推动产业园排污配套全覆盖，完
善产业配套。

（二）“以投促引”招引研发外包企
业，完善研发配套服务。一是培育医药
外包服务发展生态。加快落实药品上市
许可持有人和医疗器械注册人制度以及
委托合同研究机构（CRO）、合同研发生
产服务机构（CDMO）等奖补政策。二

是“以投促引”招引研发外包企业。继续
发挥国企国资、产业基金等带头作用，联
动社会资本发挥投资公司专业化优势，
加大医药研发外包、医药生产研发外包
企业引进力度，通过“以投促引”助力我
市完善医药外包服务环节。三是建设专
业服务平台。布局建设一批新型基础设
施和重大创新平台，加快生物医药与健
康产业专业孵化器、检测检验、认证等创
新服务机构建设，提高产业发展动能。

（三）支持保健品、医疗器械研发创
新。一是支持康养保健品发展。发挥龙
头企业的引领作用，支持企业针对婴幼
儿、老年人及病患等群体开展产品研发
创新。二是支持医疗器械企业向适老
化、康复辅助器具方向发展。支持医疗
器械企业发展适老产品、康复辅助器具，
鼓励企业加快人工智能、脑科学、多机协
作等技术的研发应用。

（四）完善人才体系，加强校企对
接。一是探索成立产业高层次人才对
接机构。由我市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
相关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重点企业
等牵头，联合市内产业相关创新型科技
人才、创业人才等，成立珠海市生物医
药与健康产业高层次人才对接机构。
机构面向企业与人才，编制企业需求清
单，提供“一站式”人才优质服务，广泛
吸引产业高层次人才聚集。二是探索
建立生物医药职称评审制度，赋予重点
企业人才自主认定权。以企业需求为
核心，建立学历学位、从业经历、薪酬待
遇、任职岗位、创新成就/企业效益、荣
誉、紧缺程度等“七维”产业人才评价模
式，并由重点企业等用人主体或者人事
代理机构履行审核、公示、推荐等程
序。三是完善校企合作。完善企业校
园招聘申报机制，将小微企业纳入申报
范围。扩大点对点招聘院校覆盖面，将
职业院校、技工学校等纳入其中，为小
微企业招工用工打开渠道。

（作者单位：珠海市民营经济发展研
究院）

□刘欣怡 王华锋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
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
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
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非物质
文化遗产深受其所在地理、历史、政治、
文化、民族组成、社会发展等因素影响，
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

珠海地处南海之滨，文化积淀深
厚。本土先民开发与利用海洋资源的历
史悠久，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
产。当前，珠海成功申报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有19项之多。其中，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有3项，分别是斗门水上婚嫁、
三灶鹤舞、斗门装泥渔；广东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有5项，分别是沙田民歌、斗门乾
务飘色、七月三十装路香、鸡山中秋对歌
会（鸡山牛歌）、一指禅推拿。珠海的各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充分彰显了珠海作为
海滨城市的海洋特质。

珠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部分直接
展示了珠海的“海洋”属性。如沙田民歌
中的咸水歌，又如斗门乾务飘色中常出
现的“螃蟹”这一海洋物产形象。部分非
遗活动中虽只言“水”而未言“海”，但事
实上在珠海的文化语境下，“水”即是

“海”。理由有三：其一，海洋毫无疑问地
孕育了珠海人的亲水属性。珠海人对水
的特殊感情很大程度上受其濒海的自然
环境影响。其二，珠江与海洋是相连相
通的，珠海的水生态是江海一体的。其
三，诚如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所言：

“（粤语）凡水皆曰海，所见无非海也。出
洋谓之下海，入江谓之上海也”。所以非
遗中的“水”，很大程度上与海洋因素密
切相关。只有在理解了以上概念的基础
上，我们才能更好地发掘、体味珠海非遗
中的海洋文化因素。

国家级非遗斗门水上婚嫁，“其有男
未聘，则置盆草于梢；女未受聘，则置盆
花于梢，以致媒妁。婚时以蛮歌相迎，男
歌胜则夺女过舟”。其以船为交通工具，
在备婚宴、接新娘、拜高堂、会亲友等情

节上，以歌唱贯穿整个婚嫁活动的全过
程。其中展现的是珠海人与船、与水的
亲密关系。船是水的代名词，是沿海居
民必不可少的生活工具。

沙田民歌，亦称水乡民歌，其起源于
清光绪年间，至今已有170余年的历史，
包括咸水歌、高堂歌、大罾歌等。“咸水”
即指“海水”。“大海驶船船尾齐，丢低麻
篮望夫归。行出天字码头请只小艇仔，
艇仔扒开把眼睇。”水乡人家在嫁、聚喜
庆的日子里唱；在出海打渔，摇船驳艇时
唱；在织网绞缆时唱，特别是在休闲欢聚
时更爱唱。用这些歌谣舒心解闷，欢乐
助兴，从而精神振奋激励生产。

省级非遗中秋对歌会（鸡山牛歌），
每年中秋之夜，村民分为东西两队进行
对歌。东队唱赢预示来年“好江海”——
指鱼虾大汛，西队唱赢预示来年好收
成——五谷丰登。东队代表“海”,常以

“今晚歌堂系我开，揾齐兄弟一同来，三
只大船装满载，还有歌师打路来。”起头
开唱。

珠海非遗中的生活气息以及习俗活
动中的“歌声”，折射出珠海人对海洋的
依赖、感激与歌颂，展示了珠海人浓厚的
海洋情结。

丰富多样的海洋物产是海洋给予
珠海人的一大馈赠。珠海人将种类繁
多的海洋生物当成食物、生活工具，或
者生产工业制品的原材料。为更好地
利用这个丰富的资源，珠海人总是乐于
提升自己的捕捞技术。而这些创新性
的技术代代传承，逐渐发展为珠海人感
念先人的媒介、耕耘生活的工具，并最
终成为珠海海洋文化中的一个独特组
成。珠海国家级非遗——装泥鱼就是
其中代表。

装泥鱼是斗门区乾务镇极富地方
特色的一项传统习俗，起源于清乾隆三
十年(1765年)。“装”在广东方言里即“诱
捕”之意。由于泥鱼表皮非常光滑，经
常在浅滩上跳跃或爬行，很难徒手捕
捉，当时的虎山村村民黄元亨及其次子
黄子常就根据泥鱼喜在泥洞里出没的

习性，琢磨出了用笼子诱捕的办法。其
具有地域性、独创性、实用性和差异性
的特点，是珠海先人在利用海洋资源时
的智慧创造。

此外，诸多海洋生物的形象也被融
入到了珠海人的文化中。最常出现的形
象是“螃蟹”。如珠海省级非遗斗门乾务
飘色中“螃蟹”造型的色棒。又如斗门醒
狮采青环节里常设“蟹阵”地青。海洋生
物是珠海人生活中的“常客”，也由此成

为珠海人文化创造的重要资源。海洋生
物形象在非遗中的多次出现，是珠海海
洋文化属性最为直接、鲜明的体现。

珠海因海而生、依海而兴、人海相
依，与海洋有着不解之缘，其将诸多海洋
元素融入到物质与文化创造之中。在珠
海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展示了
珠海人的亲海属性以及珠海的海洋文化
底蕴。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

珠海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海洋特质

斗门水上婚嫁。 通讯员 梁劲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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