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湾 区 探 索 粤 澳 强 音 责任编辑：叶维佳 美编：邱耀升 校对：董敏 组版：李志芬
B02 综合 2022年5月16日 星期一

“横琴·菁彩说”以“演讲+互动”
的形式，邀请境内外知名青年人才代
表，分享“Ta的故事或成功经验”，助
力青年人才在合作区交际更加广泛、
交流更加深入，加快促进澳门青年融
入国家发展大局。第21期“横琴·菁
彩说”将邀请“澳门女儿”李菲作为主
讲嘉宾，为观众带来《人生处处有赛
场》的主题演讲。

李菲，澳门体育史上首位南拳、

剑术、枪术“三料王”世界冠军获得
者；1996年参选“澳门小姐”，一举获
得大赛亚军兼最上镜小姐；退役后进
入影视圈，饰演过央视版《笑傲江湖》
等20多部知名影视剧；澳洲留学归
来后，在一家数码上市公司集团担任
副总裁，获“亚太最具创造力华商领
袖女企业家奖”；澳门回归祖国10周
年之际，其个人传记《“澳门女儿”李
菲》在人民大会堂澳门厅首发。

主办方：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民
生事务局

活动时间：5月19日18：00-20:00
活动地点：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
参与方式：通过“横琴粤澳合作

区人力资源产业园”微信公众号扫码
报名

本报记者 李灏菀 见习记者 陈子怡

第21期“横琴·菁彩说”：

“澳门女儿”李菲将亮相

本报讯 记者陈雁南报道：5月14
日，“水井坊杯·城市网球赛（2022）”
珠海赛区预选赛在横琴国际网球中心
挥拍开赛。此次比赛以“相约幸福城
市”为主题，今年将在北京、上海、广州
等16个“幸福名城”举办预选赛，各城
市优胜者将代表该城市参加9月份在
成都举行的总决赛。珠海是今年加入
这场城市网球接力赛的“新选手”。

据介绍，本次赛事由四川省网球
协会主办、珠海华发体育运营管理有限
公司承办，设企业家AB组、男子AB组、
女子AB组、公务员组、特邀组8个项目
组别，采用双打模式进行。随着比赛开
始，各组选手分散在横琴国际网球中心
户外网球场上积极迎战。选手们拼搏、
进取、团结、互助，时而出现精彩的拉锯
战、飞身救球等场面，博得观众阵阵喝
彩和掌声。经过一天65场的激烈角
逐，各组别的冠亚季军陆续产生，组委
会为获胜选手颁发了奖杯和奖品。

记者了解到，此次珠海赛区，赛事
组委会深度挖掘珠海城市文化，将珠
海市树、市花、港珠澳大桥、珠海渔女、
珠海大剧院等城市元素和地标性建
筑，进行融合创新设计并制作幸福城
市签名板。同时，还特意设计制作了
精美的“幸运书签”赠予每一位参赛选
手。书签正面是珠海特色城市元素，背
面是网球爱好者对珠海这座“青春之
城、活力之都”的祝福语，寄托着网球
爱好者对珠海、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狂风暴雨下执着坚守

5月 10日收到暴雨红色预警信
息时，大横琴城资公司水利主管苏
云雷刚结束陪产假，顾不上心中的
牵挂，全力以赴投入水利设施防御
工作。

管养横琴岛内水利设施两年
多，经历了不少抢险救灾时刻，经验
丰富的苏云雷和同事们做足准备，
应急物资、备用水泵、车辆和人员提
前到场，提早把水库、天沐河、排洪
渠的水位降至最低，发挥水体调蓄
作用，在暴雨来临前释放库容、提升
容量，确保低洼地区的积水能及时
排出，严格落实“人员不离岛、24小
时轮值”。

“既然选择扛起这份责任，就要对
老百姓负责、对政府部门负责、对公司
上下负责。”作为拥有9年党龄的“90
后”党员，苏云雷一刻也不敢松懈，返
工的第一天便熬了个通宵，连续工作
30个小时，和同事在2个水库、2个东
西水闸和6个村居泵站之间开展不间
断巡回检查，确保人员正常在岗、设备
正常运行。

大横琴城资环卫经理李昊鹏是一
名有着10年党龄的党员，每次遇到台
风暴雨，李昊鹏总是第一个冲到前线，
看看哪些路段容易积水、哪些雨水箅
子需要清理……任职7年的他心中早
有“一本账”。

平日里定期清理市政排水设施，
确保汛期排水更通畅；暴雨来临前，提
前在横琴区域内所有地下人行通道、
车行通道附近摆上雪糕筒和铁马，在
发生水浸时可以迅速围蔽处理；不间
断开展路面巡查，及时处理路面积

水、电路故障等突发情况，并不断调
整信息上报频率，确保道路环境安全
畅通，为群众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看到每一次抢险救灾工作完成后干净
整洁如初的主干道，李昊鹏心中成就
感满满：“看着城市变得更美好，我感
到很开心。”

风和日丽之时的横琴花海长廊是
市民游客拍照打卡的“网红地”，但暴
雨来袭时，这里便成了该地现场主管
黄本凡要守护的阵地。

每小时外出巡逻一次，了解现场
情况，警惕可能发生的灾害，乔木倾
斜、洼地积水、排水渠堵塞、海水倒
灌……发现危险时要及时协调相关部
门前来抢修。从业9年，作为横琴花
海长廊的现场主管，面对暴风雨时的
她总是一往无前。

清排横琴花海长廊洼地积水时，
她时刻注意排水泵的工作环境，避免
漏电、短路等危险发生；吊车在现场抢
险时，她在暴雨中疏散往来车辆，避免
现场发生意外；大风让树木倾斜或倒
伏时，她投身绿化工作人员队伍，在风
雨中扶正倾斜的树木……“暴雨红色
预警持续多久，我就坚守多久。”黄本
凡语气坚定地说。

平凡岗位中彰显担当

作为高压设施的工程维修员，面
对水淹、漏雨、潮湿等因素给高压电力
设施维护带来的巨大挑战，方新球在
暴雨中勇敢逆行。

“发现、处理隐患一定要快，因为
高压电力设施对湿度要求很高，一个
高压设备牵扯到许多设施的用电情
况，无论是合作区居民的日常用电，还
是交通、通信、医疗、救援等，都需要电

力的持续稳定供应才能运作。”方新球
说。

雨夜中的一盏盏光亮，接通的一
个个救援电话，紧急启动抽水泵的一
声声轰鸣……夜幕中横琴的万家灯
火、危急时刻用电保障的背后，是无数
和方新球一样的工程维修员在暴雨中
的付出与坚守。

自收到暴雨红色预警信息后，大
横琴城资水务管养中心副经理任伟楠
和同事便进入了24小时轮班值守的
工作模式。“山洪往往会带来山林中的
碎石、树枝、树叶，这些‘小东西’对排
水渠以及抽水泵的影响都是巨大的，
往往前期疏通、检查一切顺利，但暴雨
一直下时还是会发生堵塞。”任伟楠
说，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在堵塞发生时
及时清除污水中的阻塞物。“不放松监
测，不放下监管，不疏忽巡查，不怯懦
挺身”，正是任伟楠和同事坚守横琴防
汛一线的座右铭。

停课、尽量居家办公、非必要不出
门……暴雨来临，守护好横琴新家园
的无数“小家”，就是邹顺辉的使命。

作为新家园小区环境与安保部门
的监管负责人，自5月9日接到暴雨
预警信息后，他火速集结安保团队对
整片区域的排水设施进行检查，确保
各排水点通畅。在地下停车场入口，
他调度备齐沙袋，以备雨势过大时能
火速响应，防水防涝。

在邹顺辉以及同事的守护下，此
次暴雨中，新家园14万平方米区域内
无一处积水、各类设施持续正常运作，

“无论是安保部、环境部、工程部还是
客服部，大家及时响应、团结互助，各
单位各司其职，守护好暴雨中的新家
园。”邹顺辉说。

横琴地下管廊系统是攸关供水供
电的重要基础设施，管廊运维员任务
艰巨。贺江阳负责巡查港澳大道、环
岛西路近10公里的管廊。

“宁可有备无用，不可用时无备。”
入职一年的贺江阳去年参与了防御暴
雨和台风相关工作。面对这次暴雨保
持着高度警惕，和团队一起做好相关
工作：备妥并检查水泵、发电机、直出
泵等设备，确保遇到险情时可以迅速
启动；在管廊外围和入仓口同步构筑
防御工事，避免雨水浸入；检查排水设
备的运行情况，保证集水井始终正常
排水；加强对管廊重点位置的巡查，确
保廊内设备设施不受损害……三天的
严阵以待，在贺江阳和团队的坚守下，
综合管廊未发生险情，城市供电供水
等均未受到影响。

“雨越下越大了，要想办法尽快通
知车主移车。”5月11日早上8时到
12日晚上6时30分，约35个小时的
时间里，大横琴城资智慧停车场项目
经理董骏和同事几乎没怎么休息，忙
着统筹、巡查、调度、信息上报……针
对低洼、危险区域，他们及时进行围
蔽，通知车主将车辆转移，并在停车场
入口处设置明显的预警标识牌，用大
喇叭进行语音播报，遇上突发情况时
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

尽管连着下了三天暴雨，但包括
横琴村居、横琴一中、横琴花海长廊等
地在内的20个停车场，没有一辆车发
生损毁，这与停车场管理团队的努力
密不可分。据了解，5月10日至5月
13日上午8时，红旗村和8个村居停
车场一共成功发送气象预警信息
39468 条，电话通知车主移车 1815
次，成功移车1133辆。

本报讯 记者马涛报道：为提高社
区青少年的科学素质和科学兴趣、培
养他们的科技创新能力，5月14日下
午，小横琴社区党委、社区妇联、小横
琴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珠海市
阳光时代慈善会，在小横琴社区党群
服务中心开展青少年科技课堂——自
制3D全息投影仪活动，此次活动是小
横琴社区“相伴学院——社区青少年
成长空间”“民生微实事”项目系列活
动之一。

活动中，社工向青少年们讲述了
3D全息投影技术的相关知识，让他们

了解基本原理。随后，社工给每位青少
年发了一份材料包，让大家自制全息投
影仪。半小时后，完成了全息投影仪的
制作，青少年兴高采烈地展示自己的作
品。“这个全息投影仪好神奇啊！我可
以拿回家和邻居小妹妹一起玩，还可以
教她怎么做。”佳凝同学迫不及待地分
享自己的成果。

“孩子很喜欢这种自制实验，能更
好地吸收新知识。不仅体验到了科普
活动带来的乐趣，也培养了自主学习
能力、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一名家
长表示。

本报讯 记者刘雅玲报道：5月14
日，横琴荷塘社区党委、社区妇联、社区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珠海晴朗天空
社会工作服务社，在荷塘社区党群服务
中心开展“家风故事我来讲”亲子绘本
制作活动，引导社区家庭共学好家风、
传承好品德。

“讲究道德，诚实守信。重视学习，
崇尚知识。勤俭持家，尊重劳动。家庭
和睦，合理教子。尊老爱幼，邻里互
助。”活动在孩子们的朗朗诵读声中拉
开序幕。“父母作为孩子的第一任教师，
应该帮孩子养成良好的习惯，制定适宜

的家规，形成和谐家风对孩子的一生具
有深远影响。”活动中，社工向亲子家庭
介绍了良好家风家训的重要性，并分享
了家风故事。

在浓厚的学习氛围中，社工带领
亲子家庭一起制作绘本故事册。亲子
们在《狼来了》《孔融让梨》《司马光砸
缸》的故事中感受诚实、谦让、沉着冷
静、果敢等优良品德。“今天我和妈妈
一起做了绘本《狼来了》，做完绘本我
对这个故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它教
会我们做人不能说谎的道理。”参加活
动的李同学说道。

本报讯 记者刘雅玲报道：在第29
个国际家庭日到来之际，5月14日下
午，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民生事务
局、新家园社区党委的指导下，新家园
社区妇联联合珠海市慈爱社会服务院，
在新家园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开展

“小家促和谐·巾帼助文明”国际家庭日
主题活动，来自社区的10组琴澳家庭
参加了本次活动。

本次活动包括宣讲“最美家庭”故
事、绘本诗歌朗诵以及感恩留言板制作
三个环节。活动现场，“最美家庭”龙芳
家庭分享了“修身齐家，良训治家”的家

庭美德故事，传递满满正能量。伯牙小
学心理老师张慧敏朗诵了《妈妈，你好
吗？》，一声声柔美且充满激情的朗读饱
含着对家庭、对亲情的浓浓深情。

随后，在社区志愿者的协助下，10
组琴澳家庭共同制作了感恩留言板。
一幅幅生活场景手绘图，配上想对亲人
说的心里话，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表达感
恩之情。来自澳门的王女士表示，“参
加这样的活动很有意义，一家人一起聆
听‘最美家庭’的故事，一起制作感恩留
言板，在活动中收获了温暖，也让孩子
更加懂得感恩之心。”

荷塘社区开展“家风故事我来讲”亲子绘本制作活动

共学好家风 传承好品德

家长和孩子一起制作绘本。 本报记者 吴长赋 摄

新家园社区开展“国际家庭日”主题活动

传承优良家风 展现巾帼力量

参加活动的亲子家庭在制作感恩留言板。 本报记者 吴长赋 摄

“暴雨下多久，我就坚守多久”
合作区“城市服务者”全力守护群众安全

连日来，面对持续性强降雨侵袭，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城市服务者”闻“汛”而动、勇担使命。他们当中，有新时
代的年轻党员，也有勇挑大梁的基层工作人员，在暴雨中坚守自己的工作岗位，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本报记者 钟夏

横琴下村排洪沟正常运作。 见习记者 陈子怡 摄

小横琴社区开展青少年科技课堂活动

自制全息投影仪 培养科技创新力

孩子们在制作全息投影仪。 本报记者 马涛 摄

相约幸福城市
助力全民健身
“水井坊杯·城市网球赛（2022）”
珠海赛区预选赛在横琴开赛

“感觉统合”是指大脑和身体相
互协调的学习过程。为帮助儿童开
发五感、协调肢体，琴澳亲子中心将
开展感觉统合游戏课活动，通过不
同类型的设备（如滑梯、平衡板、大
笼球等），刺激小朋友前庭觉、本体

觉及触觉，提升儿童专注力，让儿童在
游戏过程中建立自信心、获得成就感。

主办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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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7 日（星期二）
16:30-17:30

活动对象：6-8 对亲子（小朋友
1-5岁）

活动地点：琴澳亲子活动中心二
楼活动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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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琴澳亲子中心举办感觉统合游戏课：

帮助儿童开发五感协调肢体

2022年中高考临近，一些学生
心中难免会产生烦躁、焦虑等情
绪。为帮助青少年缓解考前压力、
克服紧张情绪，新家园社区将举办
公益活动——青少年考前减压心理
沙龙。活动将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

询师、青少年心理教育专家安龄老师，
为青少年提供心理疏导服务，帮助青
少年更好应对“人生大考”，从而取得
理想成绩。

主办方：横琴新家园社区
活动时间：5月19日、22日、29日

16:30-18:00
活动对象：初三及高三青少年

家庭
活动地点：新家园11栋二楼活动室
报名方式：通过社区居民群发布

的报名链接参与报名

新家园社区举办青少年考前减压心理沙龙活动：

帮助考生缓解考前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