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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第一生力军
金湾青年建功新时代

对金湾青年来说，在实现民族复
兴的赛道上奋勇争先既体现于全市

“产业第一”工作总抓手下的高昂状
态，又体现于各行各业“出状元”的傲
人成绩。本次获评“2022年度金湾青
年岗位能手”的10名青年当中，有4
届广东省钢结构金奖“粤钢奖”优秀技
术人员辛思羽，有中海福陆重工有限
公司质量管理部焊接教练王佳鑫，也
有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汽车工程学
院实验员吕远谋。他们或在高校或在
企业，为“卡脖子”技术的突破和各类
重点工程、重大项目贡献了青春力量。

18支“2022年度‘产业第一·青

春建功’金湾青年突击队”的成就同样
引人注目。其中，中建五局珠海格力
高端智能电器（高栏）产业园工程项目
青年突击队队长刘宁告诉记者：“格力
高端智能电器产业园2021年6月开
始施工，钢结构施工量多达2万吨。
雨季施工环境恶劣，我们迎难而上，项
目预计今年10月份竣工验收。”

除了产业发展，青年力量还有更
大的舞台。在党的领导下，金湾区各
级团组织和广大团员在疫情防控、乡
村振兴、基层治理、中国航展等重大任
务中勇挑重担、冲锋在前，展现出了金
湾青年的奉献精神。据了解，2021年
以来，在第十三届中国航展、新冠疫情
防控与各项创文活动中，金湾区共动
员青年志愿者近3万人次，累计服务

时长超过12万小时。

引领服务精细化
金湾团委护航新青年

作为党联系青年的纽带和桥梁，
金湾团委在过去一年中，持续做好引
领凝聚青年、组织动员青年、联系服务
青年的工作。团委承办了省级双创赛
事——“金湾杯·创青春”，持续做实

“启航行动”“展翅计划”“感知金湾”等
品牌活动，依托各镇青年之家，开展社
会融入、相亲交友、权益维护、志愿服
务等活动近300场，服务群众超20万
人次。

“新的一年，金湾团委在原有品牌
活动的基础上，将主要围绕‘产业第
一’与‘民生为要’两大抓手，组织动员

金湾青年建功新金湾，提高服务青年
的精细化水平。”金湾团委书记李莉梅
表示。

具体而言，金湾团委一方面将实
施“产业第一·青春建功”7项行动，激
发青年创新创业创优热情，同时围绕
产业园区打造示范性“青年之家”，让
园区青年人才工作安心、生活舒心、办
事顺心。另一方面，将开展“领头雁”
农村青年人才培育活动，充分发挥助
力招才引智、宣传推介金湾的桥梁纽
带作用，并推动“相约星期六”青年交
友活动品牌升级，通过持续开展金湾
青年交友活动，整合各方资源，不断扩
大活动规模和参与人数，着力提升匹
配精准度和成功率，增强青年归属感
和幸福感。

本报讯 记者何锬坡 金璐报道：近
日，美平社区搭建了“民生微实事”议事
公园，为居民提供休憩场所的同时也搭
建了社区的议事平台。

记者在“民生微实事”议事公园
内看到，几棵大榕树下，许多居民都
在乘凉聊天。公园边是公告栏，贴着
社区内最新的政策与安全隐患提示
等信息。据了解，过去美平社区收集
居民意见主要通过居民自行前往社
区党群服务中心进行，手段较为单
一，效率也不高。如今，通过议事公

园项目，社区与居民的沟通从被动变
为主动。

“每个月我们都举行一次人大代表
或者驻点团队的接访活动，帮居民解答
疑惑，倾听大家的想法。最近的一次活
动，我们在公园里一共接待了超过30
位居民。”美平社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民生微实事”议事公园让居民参
与社区治理更加积极主动，为以后推进
美平村等老旧小区改造奠定了基础，为
进一步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区提供
了条件。

本报讯 记者何锬坡 金璐报道：“虽
然把‘最美金湾人’的称号给了我，但我
觉得我们所有消防员都是‘最美金湾
人’。因为在大家看来很危险的时刻，却
是消防员时刻需要面对的。”5月31日，
记者专访三灶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
党支部书记、“最美金湾人”黄小龙，听他
讲述16年消防员生涯中动人心魄的“平
凡”瞬间。

2006年，黄小龙报名参军，机缘巧
合下加入了消防队伍。“那时候我对消防
还没有深刻的认识，只是在新兵连接受
训练，听班长的讲解。直到来到珠海市
消防支队，第一次参加任务，我才感觉有
什么东西在心里留下了烙印。”黄小龙
说。他不记得第一次任务的具体地址，
也不记得火势、环境等细节，只记得自己
把受困群众从火场中抱出来后，那种荣
誉感和使命感。

“16年中，无数次直面危险，印象比
较深刻的除了大型火灾，就是台风了。
特别是2017年的台风‘天鸽’来临时，
三灶几乎变成了‘孤岛’，水、电、交通、
网络、通讯等系统全部瘫痪。”黄小龙
回忆。然而，作为消防战士，黄小龙和
战友就是人民的“橙色生命通道”，在
雨伞雨衣都无力抵挡的暴雨中，他们解
救出了被垮塌老旧金属厂房困住的12

名群众。
2018年，消防救援队伍改制，黄小

龙身上的“橄榄绿”变成了“火焰蓝”，但
军人本色未改。在2020年“1·14”珠海
长炼石化设备有限公司火灾扑救中，黄
小龙深入着火罐区进行内攻，阻止了火
势蔓延，鼓舞了队员的士气。然而，正当
队员们欣喜于扑灭最后着火点时，因装
置损毁，装置内残存的可燃物从管道往
外喷射，形成“火炬状”复燃，黄小龙带领
3名战斗员和横琴4名指战员以两支水
枪交替掩护从东南面进行内攻，再次冒
着石化品爆炸的危险，带领队员设置移
动水炮对着火区域进行堵截。经过近5
个小时的搏斗，火势得到控制并被最终
扑灭，无人员伤亡。

在这 5 个小时内，黄小龙的妻子
给他打了几十个电话，均无人接听。
等火灾最终被扑灭时，黄小龙第一
时间给妻子回电话报平安。“我知道
那种提心吊胆的感觉，最后接到我电
话的时候，我能感觉到她在哭。”黄小
龙说。

今年是黄小龙成为消防员的第16
年，他先后参加灭火救援4000余次，抢
救、疏散被困人员100余人。如今，作为
指导员的他，既是战士，也是“家长”。他
说：“每一次任务，我的职责除了保群众
安危，还要把每一位队员都平安带回
来。对于那些想要加入消防队伍的有志
青年，我也有一句话想对他们说：‘来
吧！让你的生命充满意义，让你的生命
绽放光芒！’”

“最美金湾人”退役军人代表黄小龙：

加入消防队伍，让生命绽放光芒

本报讯 记者何锬坡 金璐报道：5
月29日，金湾区图书馆首家“阅读+”家
庭图书馆——沐沐书屋正式挂牌。家庭
图书馆是金湾区图书馆为推动全民阅读
在全市率先尝试的新模式，居民通过申
请后，可将200本图书带回家，每本借期
为6个月，极大地方便了离图书馆较远
的社区，进一步消除了全民阅读的空间
与时间限制。

“家庭图书馆的馆长有更大的借阅
权限，也可自由更换图书，但也有需要履
行的义务。”金湾区图书馆相关负责人介
绍说，馆长要统筹管理馆内的一切事务，
保证图书的借阅流通和阅读活动推广，
运营成效也有量化指标进行评估。如家

庭图书馆运营时限不得少于1年，为不
少于10个家庭提供借阅服务，图书借阅
流通总量全年需达到50册次以上，且馆
长每年须组织不少于10场阅读推广活
动，并为每场活动做好拍照、登记、存档
等工作。

据了解，此次“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是金湾区图书馆的一位“阅读点灯
人”——严玲红。过去，她是金图姐姐讲
故事活动的志愿者，经常带孩子们阅读
绘本。这次“阅读+”家庭图书馆模式一
推出她就报名了。“希望我能用一隅书
香，以书为媒，将阅读的种子播撒到社区
里，让左邻右舍都加入阅读队伍。”严玲
红说。

创新模式推动全民阅读

珠海首个家庭图书馆金湾挂牌

美平社区搭建“民生微实事”议事公园

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更积极

本报讯 记者何锬坡 金璐报道：
5月31日，平沙镇居家养老综合服务中
心联合立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开展

“端午佳节，全民防诈”活动，以提高长
者的防诈骗意识。

活动中，社工带领长者志愿者共同
制作内有防诈小卡片的“香包”，并邀请
大家分享自己的防诈经验。陈姨率先
分享：“上次我扫码关注一个店，本来说
关注送礼品，结果要加钱升级产品，我
差点上当给钱了。姐妹们也得多提个
心眼！”陈姨这番话引起了大家的共鸣，

大家纷纷给陈姨的现身说法点赞。
为了让不便出门的长者也能提高

防诈骗意识，社工组织长者志愿者把
做好的防诈“香包”送到社区其他长
者家中，防诈小卡片上的提示包括

“欠费通知要核实”“提示大额汇款要
谨慎”“以房养老新骗局，抵押房屋要不
得”等。

该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
表示，接下来，中心会加大力度，开展多
样化防诈骗行动，守护好长者们的“养老
钱”。

立新社区创新反诈宣传形式

端午佳节“香包”防诈

团组织护航

金湾青年新起点谱写新篇章

□本报记者 何锬坡 金璐

今年“六一”国际儿童节，金湾
区各单位、各村居举办了丰富多彩
的活动，或把充满童趣的手工课、
科普课和小游戏带到居民家门口，
或让孩子们走出校园外出研学。
与此同时，金湾区通过扶困助残更
广泛地关爱儿童，让特殊儿童和困
境儿童也能在自己的节日感受到
爱与温暖。

游戏科普点亮童心

5月 29日，在美平社区妇女之
家，小朋友们围坐成一圈给面前的
石膏模型涂上颜色。在亲子家庭的
共同努力下，不一会儿，一只只色彩
斑斓的小熊玩偶就“诞生”了。“这只
小熊是我和爸妈一起完成的，我要
把它好好收藏起来。”一名小朋友告
诉记者。

在这个临近“六一”的周末，不
仅是美平社区，金湾区其他村居都
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游戏和科普课。
其中，大虎社区组织30名少年儿童
用彩笔画出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理解，南水社区24名少年儿童
用偏旁部首卡片进行拼字比赛并共
同观看了红色电影片段《我和我的
祖国》，金洲社区、西城社区、南新社
区、前锋社区的小朋友们分别在“套
圈换零食”“普法游园”“模拟超市”

“DIY草帽”等小游戏中度过了快乐
的周末。

除了将趣味活动引进村居，金
湾区还鼓励孩子们走出校园和家
门。金湾区图书馆举办了金图姐姐
讲故事之“不是方的、不是圆的”“粤
讲粤开心”公益粤语课堂以及“蓝天
计划”航模制作课等活动，三灶镇妇
联组织 30名儿童进入汤臣倍健透
明工厂研学。

在汤臣倍健透明工厂，小朋友
们首先跟随导师一起参观智能工厂
生产车间、原料展厅、企业展厅和立
体高架仓库，随后来到营养探索馆，
在沉浸式的多媒体空间里了解与人

类息息相关关的维生素、铁、锌、钙
等营养元素。

“我最喜欢营养课啦，老师带我
们用轻黏土制作了鸡蛋、玉米和其
他食物，教我们搭配营养膳食，让我
觉得自己是个小厨师。”活动结束
后，一位小朋友表示。

节日欢乐不落一人

“我的心愿是有一辆训练手脚
协调的脚踏车，我的平衡能力不是
很好，有了它，我就能慢慢锻炼自
己。”金湾区金康园的一名特殊儿
童学员告诉记者。5月 31日，和其
他55名学员一起，他的“微心愿”实
现了。

据了解，5月13日起，金康园将
56名特殊儿童的“微心愿”发布在了
网络上，有的孩子想要涂鸦画板，有
的孩子想要辅助轮自行车，还有的
孩子想要一台电子琴……这些礼物
每样都不超过150元，对发布“微心
愿”的孩子来说却是“奢侈品”。“微
心愿”发布后，来自北京、江西、湖
北、广东等地的爱心人士纷纷认领
这些“微心愿”。5月31日，爱心企
业珠海市爱邦康复辅具技术有限公
司将其认领的28件“微心愿”礼物
采购齐全，让孩子们能够在“六一”
儿童节到来之际，收获充满爱的节
日礼物。

除了特殊儿童，困境儿童同样
没有被忘记。5月28日，南水社区
举办了“我们都在阳光下”儿童节欢
乐汇暨困境儿童结对互助活动。23
名儿童和家长在社工的带领下，进
行“你划我猜”“默契欢乐颂”等破冰
游戏，大家在相对轻松的氛围中增
加互动频率、增进对彼此的认识。
最后，社工引导孩子们发掘他人的
优点，并促成了2个家庭的一对一结
对帮扶。

“困境儿童处于弱势。结对互
助可以强化他们的社会支持网络，
使他们能够扩展自身社会资源，增
强应对挑战的能力。”南水社区相关
负责人表示。

点亮童心 情暖“六一”

金湾小朋友花式过节

孩子们在沐沐书屋阅读。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10名青年获得“2022年度金湾青年岗位能手”称号。

金图姐姐讲故事之“不是方的，不是圆的”现场。
本报记者 张洲 通讯员 金宣 摄

在美平社区妇女之家，孩子们和家长一起涂鸦石膏模型。
本报记者 张洲 通讯员 金宣 摄

“实现中国梦是一场历史接力赛，当代青年要
在实现民族复兴的赛道上奋勇争先。”5月10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对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面前的中
国青年提出了希冀。

6月1日，金湾区共青团系统召开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动员部署会暨
2022年金湾区共青团系统工作会议，表彰优秀青
年。10名青年获评“2022年度金湾青年岗位能
手”，18支青年突击队获评“2022年度‘产业第
一·青春建功’金湾青年突击队”。

站在新的起点，金湾青年将继续在这片热土
上挥洒青春，谱写金湾区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采写：本报记者 何锬坡 金璐
摄影：本报记者 张 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