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岳奇秀 美编：邱耀升 校对：蔡斌 组版：陈晓明
03 文明专刊 市文明办 珠海特区报 联合主办

第451期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2022年5月16日 星期一

2022年度珠海“新时代好少年”名单
李茂溪
颜若冰
陈秋裕
丁孟飞
久 啊
谢 天
孙闻聪
龚湘云
王子宁
梁云飞
倪海芸
王涵睿
孔政凯
罗薏淳
刘睿璇
温 馨
郑 好
曾可贻
吴思潼
郑 欣
谭 畅
胡德民
段心如
苏怡方
罗梓洵
钟泽平
董玥希
莫滋溢
田禾健
卓靖洋
欧紫琦
李林珊
李辰璐
高靖翔
曾子博
张 悦
罗晨薇
谷欣悦
张宇晴
彭 然
严炜帆
卢睿龙
李昕颖
孔焕龙
陈书朵
王怡然
李相媛
何语涵
蔡滢滢
周莉伊

珠海市第一中学高二（3）班
珠海市斗门区第一中学高二（23）班
珠海市实验中学高二（19）班
珠海市第三中学高二（2）班
珠海市第四中学初三（7）班
珠海市和风中学高二（1）班
珠海市横琴新区第一中学初一（7）班
珠海市横琴新区第一小学三（1）班
珠海市首都师范大学横琴伯牙小学三（1）班
珠海市文园中学初二（21）班
珠海市九洲中学初二（3）班
珠海市第九中学初一（3）班
珠海市前山中学初二（10）班
珠海市香洲区第一小学四（8）班
珠海市香洲区第七小学六（2）班
珠海市香洲区第十二小学三（6）班
珠海市香洲区第十七小学四（4）班
珠海市香洲区第二十一小学六（5）班
珠海市香洲区凤凰小学六（4）班
珠海市香洲区潮联学校四（1）班
珠海市香洲区云峰小学义（6）班
珠海市香洲区吉大小学六（2）班
珠海市香洲区海湾小学四（3）班
珠海市香洲区侨光小学五（2）班
珠海市香洲区杨匏安纪念学校六（2）班
珠海市香洲区立才学校中学部初一（1）班
广东实验中学金湾学校附属初中初一（5）班
珠海市平沙镇第三中学初三（3）班
珠海市金湾区第一小学六（5）班
珠海市李兆南纪念小学五（1）班
珠海市金湾区虹晖小学三（8）班
珠海市平沙实验小学六（1）班
珠海市金湾区小林实验小学六（5）班
珠海汇华四季小学六（1）班
珠海市斗门区实验中学初三（11）班
珠海市斗门区珠峰实验学校初二（4）班
珠海市斗门区第二实验小学五（2）班
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第一小学六（3）班
珠海市斗门区乾务镇五山中学初二（2）班
珠海市斗门区斗门镇初级中学初二（3）班
珠海市斗门区斗门镇中心小学五（5）班
珠海市斗门区六乡初级中学初三（2）班
珠海市斗门区白蕉镇中心小学五（2）班
珠海市斗门区莲洲镇横山中学初二（5）班
珠海高新区金鼎第一小学五（2）班
珠海中山大学附属小学五（5）班
珠海高新区金凤小学五（1）班
珠海高新区青鸟北附实验学校六（2）班
珠海市十字门小学五（2）班
珠海市万山小学四年级

珠海“新时代好少年”、珠海市
第一中学高二年级的学生李茂溪，
是一名阳光开朗、积极进取的优秀
少年。作为新时代的共青团员，她
拥护党的领导，坚定马克思主义信
仰，积极参与团内活动。2021年7
月，李茂溪参加了珠海市中学“青马
工程”培训班及校内为期一年的“青
马工程”培训班，结业等次均为优秀。

李茂溪勤奋学习，成绩优异，以
珠海市中考前一百名的成绩考入市
一中，现在每次考试都排在年级前
十，曾获得“华发励志奖学金”。她还
积极参与校外比赛，获得2021年珠
海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一等奖。

作为班长，李茂溪能力突出、工
作出色，她积极策划元旦汇演、主题
班会等活动，经常组织同学们参加
学校比赛——班级获得校园合唱比
赛一等奖、运动会总分第三名等好

成绩，班级团支部多次被评为“优秀团
支部”等称号。

李茂溪注重实践、奉献社会，经常
利用节假日做义工，并积极参观企事
业单位。她在罗西尼钟表博物馆体验
钟表工匠师、在新华书店体验见习店
长的职业体验都拓宽了视野，提高了
能力。

阳光开朗 积极进取 奉献社会
——珠海市第一中学高二年级学生李茂溪

弘扬时代新风 争当时代新人
50名少年获评2022年度珠海“新时代好少年”称号

为引导未成年人“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弘扬时代新风，争当
时代新人，近日，市文明办、市教育局、团市委、市妇联、市关工委、
市少工委联合开展2022年度珠海“新时代好少年”评选活动。经
各区推荐、专家评审、社会公示，李茂溪等50人获得2022年度
珠海“新时代好少年”称号。

珠海“新时代好少年”自强自立、乐观向上，勇于创新、勤于学
习；他们有志向、有梦想、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展现了珠海市新
时代青少年蓬勃向上的亮丽风采，他们的优秀品质值得珠海市广
大青少年学习，为他们点赞！

采写：本报记者 王帆
图片由市文明办提供

2022年度珠海“新时代好少年”
获得者之一、珠海中山大学附属小学
五年级学生王怡然，是自立自强的学
生榜样。今年10岁的她，在两岁半时
突患急性脊髓炎，造成腰部以下完全
瘫痪，只能坐在轮椅上生活。

但是，病痛不仅没有打倒她，反而
使她变得更加坚强。在积极康复的同
时，她也成为了学校品学兼优的学生，
连年获得校“三好学生”“优秀少先队
员”等荣誉称号。

王怡然喜欢朗诵、绘画和古筝，通
过了朗诵表演考级四级和国家古筝音
乐考级六级考试。此外，她还获得
2019年度学校组织的“小小朗读者”
大赛一等奖、获得2021年珠海市“童
心向党”青少年朗诵大赛一等奖，她的
美术作品入选了学校“童心·童梦”优
秀美术作品展，她本人获评2018年度

“广东省优秀少先队员”和“南粤最美
少年·自强好少年”等荣誉称号。

未来的道路也许并不容易，然而
困难阻止不了这位坚强少年前进的脚
步，王怡然总是笑对生活，希望通过努
力带来光和热，照亮一片小小天地。

自立自强 笑对生活 品学兼优
——珠海中山大学附属小学五年级学生王怡然

珠海“新时代好少年”、珠海市文
园中学初二（21）班梁云飞，是一名崇
尚科学，勇于创新、勤于学习、成绩优
秀、乐于助人的少年，在老师和同学们
眼中，他更是“编程高手”“科学达人”

“创新能手”。
梁云飞在多项国内外青少年科技

创新大赛和信息学竞赛赛事中表现优
秀，斩获众多奖项：获市科创大赛二等
奖三次，获中国计算机学会CSP软件
能力认证第一轮一等奖三次和二等奖
二次、第二轮一等奖两次，获C、C++
和Python全国计算机二级证书，获
得由工信部组织的全国软件和信息技
术专业人才大赛的广东赛区、全国总
决赛和国际邀请赛三连冠，展示了中
国新时代少年在软件工程方面的技术
实力和国际舞台上的竞争力。

在热爱和擅长的领域奋力上进，
梁云飞还勇于面对困难、积极补齐短
板上，为构建完善的知识体系打下坚

实基础。他通过刻苦学习、全面发展，
学业达到优秀水平，多次被评为校“三
好学生”，获得2020-2021年度“广东
省优秀少先队员”称号。

此外，梁云飞还热心公益，利用课
余时间服务社会，多次到科普馆、图书
馆参与志愿服务，累计服务时间超过
100小时，体现了新时代少年的责任
与担当。

编程高手 科技达人 创新能手
——珠海市文园中学初二（21）班学生梁云飞

四月的天山，雪岭云杉苍翠挺
拔，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的界河纳林果
勒河静静流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第四师七十四团钟槐哨所往北30米
处的山坡上，撒着第四师可克达拉市
党委组织部原调研员陈茂昌的骨
灰。2022年1月3日，他融入了巍巍
天山，永远为祖国“戍守”边防。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陈茂昌生在黄浦江畔，为何选择
把骨灰撒在祖国西北的边境哨所旁？

1964年9月，19岁的陈茂昌满怀
憧憬，从上海来到了位于伊犁河谷东
部的第四师七十一团。

“哪个连队最偏、最远、最艰苦，
我就去哪里！”培训结束分配单位时，
陈茂昌“吃苦”心切。

陈茂昌如愿被分到距七十一团
团部40多公里的七连。由于冬季风
大、雪大，干部职工戏谑地称这里是

“呼啸山庄”。
他是连队的农业统计员，天不亮

就下地忙碌，空余时间给连队的牛羊
割草，白天黑夜拼命干，卷起裤腿、打
着赤脚干，屋里的煤油灯常常亮到深
夜两三点。

那时，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展
现兵团屯垦戍边伟业的纪录片《军垦战
歌》风靡全国。陈茂昌同天山南北的数
十万军垦战士一样，干得热火朝天。

这个长在大城市的年轻人，品尝
着边疆生活的苦与甜。老军垦手把

手教他干农活，邻居大哥无微不至关
心他，哈萨克族牧工和他亲如兄弟，支
边青年之间相互鼓励。他们的温暖，
让陈茂昌渐渐地爱上了这片土地。

“我想把家安在这里。”入疆6年
后，他成了家。

干一手老茧，炼一颗红心。1974
年，陈茂昌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
书。他更加拼命地工作，连续四年荣立
三等功，被树为七十一团的干部标兵。

党组织接纳了这个不懈努力的年
轻人。1980年，陈茂昌入了党，成为
一名成熟的军垦战士。他在日记里写
道：“我要扎根边疆一辈子！”

在边疆扎根

上世纪80年代初，不少与陈茂昌
同时期来支边的人回到了上海。他的
父母也屡次催他回去。

1986年，大哥陈茂春带着办好的

工作调动手续，专程从上海来到七十
一团。

一个普通人，站在了人生的十字
路口。

留疆尽忠，还是回乡尽孝？他的
内心纠结挣扎。一边是已经迈入古稀
之年的父母，如果不回去，以后还有机
会在他们膝前尽孝吗？一边是他立志
要坚守一辈子的边疆热土，入党申请
时的誓言难道只是空喊口号吗？

经过几天的思想斗争，最终，他选
择留下来。

直到2005年退休后，陈茂昌才回
到上海，照顾年迈的父母。

在上海，陈茂昌加入了当地社区
老党员志愿者组织，和其他老年志愿
者一起，到社区、学校开展“学雷锋”活
动。在那里，他学会了理发、擦皮鞋。

2015年，父母相继过世。陈茂昌
提出要回新疆，家人和朋友都极力劝

他留下来。
生在浦江边，常饮伊犁水。屯垦

戍边几十年，永远不忘父老情。陈茂昌
谢绝了亲人的挽留，毅然回到了新疆。

献出自己全部的光和热

回到新疆后，陈茂昌拖着装有理
发和擦鞋工具的拉杆包，走街串巷学
雷锋。他的拉杆包上写着“热爱祖国、
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手柄
上挂着写有“学习雷锋，义务擦皮鞋”
的牌子。

陈茂昌还成为一名义务宣讲员，
足迹遍布第四师各团场、伊犁州直各
县市，宣讲党的方针政策，受教育群众
6万余人次。

“无论何时，他的胸前都佩戴着党
徽。他说，要时时提醒自己是党员，为
人民服务永远在路上。”陈茂昌的妻子
赵德芳回忆。

第四师有4个团场散布在昭苏草
原，虽然距伊宁市较远，但陈茂昌每年
都要转个遍。在医院给病人理发，天
黑了就借住在医院。在学校给学生们
讲课，晚上就住在空置的学生宿舍。

有人不屑：“不就是作秀嘛！”他却
满心欢喜地说：“帮助别人，快乐自
己。”陈茂昌认为，自己只是个普普通
通的人，退休后能做的事也就是这些。

种子落在哪里，就努力在哪里生
根发芽。陈茂昌一直以来都把扎根边
疆的情怀化作实际行动。

2021年12月27日，陈茂昌走完
了生命的最后历程。按照他的遗愿，
眼角膜捐献给了红十字会，骨灰撒在
了钟槐哨所旁，“继续”他的戍边事业。

他就像胡杨一样，扎下了根，执着
生长。 （中国文明网 文/图）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可克达拉市党委组织部原调研员陈茂昌：

永远为祖国“戍守”边防

陈茂昌拖
着装有理发和
擦鞋工具的拉
杆包，走街串
巷学雷锋。

本报讯 记者马涛报道：记者5月
14日从珠海驻遵义工作组获悉，去年，
珠海市金湾区与贵州省遵义市赤水市
开启结对协作关系后，珠海市金湾区
三灶医院护士张小芳主动申请到赤水
市开展医疗帮扶工作，以超乎寻常的
耐心和饱满的工作热情践行着初心使
命，受到领导和同事们的一致好评。

张小芳，目前是珠海援遵医疗队的
一名护士，来到赤水市后，驻点帮扶旺
隆镇中心卫生院。她主要负责院内和
院外的核酸采集，每天工作8个小时左
右，平时采集一两百人，多的时候就有
上千人，一天工作完衣服都会湿透。遇
到没有手机的老人，还主动帮助老人录
入信息、做核酸检测。

据了解，从医30年的张小芳始终
保持初心，高标准对待工作，把苦和累
留给自己，将健康和安宁送给他人。去
年，珠海市金湾区与遵义市赤水市开启
结对协作关系后，她主动申请到赤水市

开展医疗帮扶工作，支援期结束后，她
还主动申请延长支援时间。

旺隆镇中心卫生院副院长汤玲丽
说：“张小芳平时工作积极、严谨，是我
们学习的榜样，在今年2月支援期满
后，她还自愿支援我们半年，尽最大的
力量开展卫生健康帮扶工作。”

哪里有需要，就奔向哪里。去年
10月，遵义市汇川区发现外省相关新
冠确诊病例，得知这一消息后，张小芳
主动请缨参与疫情防控支援工作，同年
10月23日晚上到达遵义市汇川区后，
迅速投入到疫情防控工作。现作为支
援院外疫情防控后备人员，张小芳随时
做好出发准备。

“遵义是一座英雄的城市，更是一
座温暖的城市，作为医务人员，更是一
名党员，我的职责就是守护好人民健
康，用专业知识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
为医疗事业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张小
芳说。

金湾区三灶医院护士张小芳：

“我的职责就是守护好人民健康”

本报讯 记者康振华报道：近期，
受强降雨影响，为确保安全，全市建设
工地暂停施工。香洲区湾仔街道银坑
社区党委紧急转移辖区建设工地数十
名工友，到该社区庇护中心避险。在
保障好他们的食宿的同时，还为他们
开展核酸检测、播放红色电影等服务，
满足他们避险期间的防疫及精神文化
需求、核酸检测服务。银坑社区党委
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
在第一位。

据了解，暴雨期间，珠海市阳光时
代慈善会组织社工走进庇护中心，为
工友们开展“红色电影进工地，党史教
育别样红”主题观影活动，放映电影
《长津湖之水门桥》。该电影是《长津

湖》的延伸，以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
役中的长津湖战役后期的水门桥战役
为背景，讲述志愿军第七连战士们在
结束了新兴里和下碣隅里的战斗之
后，又接到了更艰巨的阻击任务的故
事。观影过程中，大家被志愿军战士
们视死如归的英雄事迹深深震撼，不
少人眼里噙满泪水。

“真的很感谢社区党委连夜给我安
排食宿，我们庆幸生活在和平年代，生
活在中国，这样的幸福生活是革命先辈
用血和泪换来的，出生在和平年代的我
们是最大的幸福。”工友朱大哥说。

据了解，银坑社区工作人员还为
工友们举办了防诈骗、禁毒等公益知
识宣传，提高了他们的安全意识和自
我保护意识。

本次活动属于银坑社区“民生微实
事”“远方的家·筑梦银湾”关爱来珠建
设者服务项目之一，项目以来珠建设者
为对象，开展文化、宣讲等惠民服务。

关爱来珠建设者

红色电影丰富工友精神生活

本报讯 记者何进报道：“周爷爷，
这个扶手想装在卫生间哪个位置？”“您
试试这个高度，用起来舒不舒服？”……
日前，香洲区翠香街道办紫荆社区工作
人员耐心地与紫荆园小区居民周爷爷
商量着卫生间扶手安装的位置。“人年
纪大了，走路不太稳当，怕摔倒。现在
有了扶手胳膊扶着能使上劲，上厕所再
也不怕坐下去站不起来了。”周爷爷高
兴地说。近期，翠香街道紫荆社区党委
经过走访调研，摸排辖区老人诉求，启
动“民生微实事”项目为辖区内行动不
便的高龄、独居长者家庭送上暖心改
造，降低老人跌倒事故风险，为长者居
家安全增加保障，目前适老化改造项目
已经惠及12户长者家庭。

紫荆社区党委开展了前期调查，安
排工作人员上门走访，排摸紫荆社区老
年人需求。本次微改造的内容主要是
浴室的适老化改造，包含浴室、卫生间
的增设扶手，提高了老人们的居家安

全。社区工作人员已经提前视察过老
人家里的实际情况，为老人们定制合适
可行的改造方案，扶手高度根据使用者
来设定，最大程度保证改造的实用性。

适老化改造前，紫荆社区工作人员
提前与老人沟通，聘请安装师傅逐户上
门安装。郭阿姨是一位孤寡老人，年纪
较大，社区对她一直关注帮扶，定期安
排上门探望。这次社区免费为她家安
装卫生间扶手，给郭阿姨创造一个安
全、无障碍的生活环境。“太感谢社区
了，一直这么关心我，我的心里暖暖
的！”郭阿姨激动地说。

适老化改造是推进老年人家庭宜
居环境建设、提升老年人生活品质的重
要手段。通过改造服务，能够改善辖区
特殊困难老年人居家生活照护条件，增
强老年人居家生活的安全性、便利性、
舒适性、提高居家养老服务质量。“我们
通过电话探访、实地走访等多途径了解
到老人的困境与需求后，社区都会尽最
大的努力去解决与提供帮助。这个项
目将持续进行，争取为更多独居高龄老
人带来更多便利，让老人们老有所养，
老有所依，安享晚年生活。”紫荆社区党
委书记黄常说。

张小芳（左）在赤水市开展医疗帮扶工作。 本报记者 吴长赋 通讯员 杨春艳 摄

翠香街道紫荆社区为长者居家安全添保障

12户长者家庭适老化改造

改造后
的卫生间和
过道。
本报记者
赵梓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