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今日金湾

产业聚集高地 湾区舞台中心
2022 年 6 月 6 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陶哲

美编：邱耀升

校对：罗娜

组版：邓扬海

在民谣与游戏中增强祖孙感情
平沙镇南新社区举办“端午赛龙舟 祖孙乐同享”主题活动
本报讯 记者何锬坡 金璐报道：
为让
大家面前。
居民充分感受端午节日文化魅力，
传承龙
最后，
大家从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移步
舟精神，6 月 3 日，平沙镇南新社区举办文
到健康公园，
伴随着口令响起，
“旱地龙舟
明家庭创建活动之“端午赛龙舟 祖孙乐
赛”正式开始，
“龙舟”上的小朋友和长者
同享”节日主题活动，15 对祖孙家庭齐聚
精神饱满，祖孙相互配合，齐心协力往前
一堂，
共享欢乐。
“划”
，
呐喊声、欢呼声此起披伏，
活动现场
“氹氹转，菊花园，炒米饼，糯米团， 热闹非凡，
笑声不断。
五月初五系龙舟节呀……”活动开始时，
南新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本次活动
一首脍炙人口的广府童谣点燃了端午节
围绕传统节日文化内容，
通过寓教于乐的
气氛，现场长者和孩子们合唱，其乐融
方式让祖孙家庭感受端午传统文化的精
融。随后，在工作人员带领下，大家学习
髓。同时，促进祖孙间的融洽关系，增强
了端午的由来、风俗文化、传统活动等内
长者和孩子们的动手、动脑能力，提升社
容。最让小朋友们期待的，则是龙舟制
区长者幸福感。
作环节，制作材料刚到手，孩子们就迫不
本次活动由南新社区党委、居家养老
及待地制作起来 。在祖孙的共同努力
服务站主办，南新社区妇联、新时代文明
下，一条条生动可爱的龙舟模型呈现在
实践站协办。

健康过端午 中医进社区

平沙镇为长者举行中医义诊活动
沙脊村龙舟队奋勇竞游在美丽的沙脊水乡中。
沙脊村龙舟队奋勇竞游在美丽的沙脊水乡中
。

星空下 山海间 赏风光 品民俗

揭秘金湾端午假期打开方式
水乡沙脊村内，碧绿的沙脊河中龙舟队的汉子们喊着号子奋勇竞游，两岸是各具特色的错落民居……
三灶大石湾边，湛蓝的天空下踏浪的孩子跑累了就在沙滩上堆起沙堡，夜幕降临时沙滩上篝火燃起、粽
叶飘香……
金湖公园里，五颜六色的帐篷之上是形如雄鹰、飞燕、仙女的风筝，一旁的湖面碧波荡漾、波光粼粼……
这个端午节，珠海市民和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金湾区的乡野外、星空下、山海间，品味着民俗风情，欣赏着
自然之景，享受着城市产业与人居和谐发展的便利。短短的 3 天内人们发现，从半个世纪前荒凉的珠江入
海口，到如今珠海市的西部新城，金湾区正在以自身的文化资源与旅游价值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

采写：
本报记者 何锬坡 金璐

深挖乡土民俗资源 为传统
文化增添活力
“一个饼仔四四方，
咬开里面有冰
糖，吃进口中甜兼爽，吃进肚里润心
肠。”这个端午假期，每天下午 4 点，珠
海市非遗小林咸水歌课堂都在沙脊村
按时开课。村内数位从小唱咸水歌长
大的村民，在茶艺馆内边展示疍家日
常生活接触的农产品和生活用品，边
教游客们怎么用咸水歌的调子将每一
个物品
“唱活”
。
据了解，沙脊村于 6 月 3 日至 5 日
举办了“文明金湾‘粽’情红旗”新时

摄影：
本报记者 张洲

代文明实践活动，不仅有咸水歌课堂，
还有粽子课、茶果课和游园活动。其
中，游园活动无需报名，
游客们到场后
可以直接通过旱地龙舟赛、金湾区知
识问答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背诵等
小游戏获得印章，集齐了 8 枚印章后
便可以领到粽子作为奖品。而最引人
注目的，是精彩的龙舟表演。今年新
成立的沙脊村龙舟队划着 2 艘“新时
代文明实践号”
龙舟，
在沙脊河中你追
我赶，人桨合一，
让岸上的游客们忍不
住为其呐喊加油。
同样独具特色的，
还有大门口湿地
公园借珠海市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契

端 午 期
间 ，小 朋 友 在
金湾区沙脊村
端午主题游园
活动中赢得粽
子奖品。

机所推出的三灶镇
“乡村振兴 非遗同
镇、三灶镇的秘境天堂等营地也都都
行”
主题活动。在活动现场，
三灶鹤舞、 到了游客们的青睐。
三灶舞狮、
三灶民歌、
三灶剪纸、
三灶竹
把目光拉回到城市，散布在高楼
草编织技艺和丁家湾茶果 6 项非物质
间的各大公园凭借着便利的交通和大
文化遗产齐聚一堂。此外，
传统龙舞、 面积的草坪，也成为了不少市民享受
三灶故事、
三灶糖画和造贝林九棍的传
假日时光的
“最优解”
。端午节当天的
承人都为游客带来了赏心悦目的表演。 “龙舟水”过后，金山公园、金湖公园、
“这个民歌就是我小时候的味道， 中心河湿地公园等城市公园里就陆陆
还有舞龙队、舞狮队，
我都好久没有看
续续“长”满了色彩缤纷的帐篷，有的
到过他们的表演了，这才是过节该有
市民在帐篷外放风筝，有的市民则带
的样子啊！”今年 81 岁的吴奶奶在家
上便携式烤炉、野餐篮子和小冰箱，
尽
人的陪同下来到大门口湿地公园，看
情享受着夏日悠长。
到自己记忆中的传统文化又焕发生
除了大自然的课堂，金湾区的汤
机，
兴奋不已。
臣倍健透明工厂和爱飞客航空科普研
学游基地也迎来了一波参观体验的高
在生态城市走进自然 在科
峰。其中，汤臣倍健透明工厂景区在
普基地升华假期
常态化开放透明工厂、营养探索馆的
今 年 入 春 以 来 ，露 营 成 了 城 市
基础上，
新增了
“童年回忆”
主题游戏，
居民逃离喧嚣的热门出游方式。在
市民可在现场体验溜溜球、小青蛙、五
金 湾 ，随 着 航 空 新 城 的 崛 起 和 各 类
彩绳等童年回忆小玩物，加之原有的
自 然 资 源 的 开 发 ，人 们 面 临 着 越 来
60 余项高科技体验项目，为市民们带
越多的营地选择，不论是喜欢森林、 来了别有一番滋味的营养健康探索之
海岛、山野的市民 ，还是注重便利、 旅。
不喜奔波的市民都能找到自己心仪
而爱飞客航空科普研学游基地也
的一片天地。
持续开展研学旅游接待，随着 5 月 31
在南水镇飞沙村的冶野弄坑溪谷
日“鲲龙”AG600 全状态新构型灭火
露营地，预约成功的“幸运儿”们享受
机的首飞成功，以及神州十四号载人
着限流管理下的极致露营体验，鲜有
飞船的发射，不少市民燃起对航空航
人涉足的户外是溪流、垂钓鱼塘和山
天事业的兴趣，
通过参观飞机生产线，
林，
一顶顶帐篷内则是和爱宠、亲朋好
体验阻力伞、空气泡等活动，
了解航空
友的惬意空间。此外，位于红旗镇三
文化的发展历程与飞行器设计的基本
板村的鹭鸟天下、八一社区的沉香小
原理，
增强了爱国情怀。

本报讯 记者何锬坡 金璐报道：6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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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珠海永善堂
中医门诊，
共同举办
“温情过端午 义诊暖
人心”
中医义诊活动。
在义诊现场，
社工首先对长者先进行
血压测量，医生再对患者进行把脉问诊。
期间，
医生发现前来就诊的李婆婆身体实
际情况与病例描述不符，
便问其保姆：
“根
据把脉的情况，她中风不止一次吧？”
“应
该只有一次，是我来照顾她的时候，大概
4 年前”保姆回答。后经反复核实，发现
李婆婆在 30 岁左右就有过第一次中风。
“这就对了，目前确实是中风几次后的状
态。但后期如果按照医嘱坚持吃药，
慢慢
调理，会有一定的改善的！”就这样，医生
根据长者的不同情况，
进行一对一的治疗

指导。
据了解，
本次义诊的医生——珠海永
善堂中医门诊中医技术顾问董志峰，
是天
津市中医疑难病专家，
擅长用中医药治疗
肿瘤、糖尿病并发症、脑萎缩等疾病，
近几
年在珠海和天津两地往返。
“ 我们家是中
医世家，到我已经传到第四代了，现在我
希望可以在珠海帮助到 更多有需要的
人。
”
董志峰说。
而本次参加义诊活动的长者，
均是社
工通过健康档案进行筛查后选出的患有
脑萎缩或者是糖尿病的长者，
每一位都由
社工进行电话通知。
“ 这样能让义诊对象
更有针对性，达到最好的效果，让长者不
虚此行。
”
相关负责人表示，
此次义诊受到
了长者一致好评，
长者们也希望今后多开
展这样的义诊活动。

扬优良家风 育文明乡风
大虎社区开展“传承好家风”主题分享会
本报讯 记者何锬坡 金璐报道：
为培
育好家风，传递正能量，6 月 2 日，平沙镇
大虎社区党委、妇联、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联合开展
“传承好家风”
主题分享会，
吸引
了 27 名党员与群众参与。
分享会以访谈的形式开展，3 位社
区“好家风”代表在主持人的引导下向
大家分享了自己的家风故事。3 位分享
人分别是退役军人罗文锋、退休教师徐
源芳和热心公益的谢崇连，他们分别讲
述了自己退伍后以身作则，教育孩子自
立自强，爱国敬业的家庭故事，不辞劳

苦照顾生病家人的事迹，以及带动孩子
参加公益，让孩子在潜移默化中成长的
教育心得。
3 位分享人的故事引起了居民们的
积极响应，参与活动的居民们表示，身边
的好人好事值得宣扬和学习，
更多的人应
当成为良好家风的践行者，重视家风建
设。
“接下来，
我们会继续加强精神文明建
设，
引导居民群众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培育优良家风、淳朴民风、文明乡风。
”
大虎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相关负责人
表示。

做好外来务工人员服务
南水镇开办“粤讲粤好”粤语兴趣班
本报讯 记者何锬坡 金璐报道：
为让
广大外来务工人员了解本地文化、融入本
地生活，
日前，
由南水镇总工会主办、南水
镇工友驿站和珠海市豫德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联合承办的公益课堂“粤语学习班”
在南水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开班，20 多
名来自南水镇各企业的外来务工人员参
加学习。
第一节课堂上，
老师向学员们介绍了
学习粤语的基本方法，
还耐心讲解了一些
简单又实用的日常用语和一些有趣易懂
的谚语，指出学讲粤语必须要多听、多
说。老师鼓励学员们大胆地读、大声地

读、反复地读。在粤语词汇部分，有不少
同学摩拳擦掌想要挑战一回，
引得其他学
员发出阵阵欢笑声，学习气氛轻松愉快。
粤语老师表示，后续还会加入学唱粤语
歌、念粤语绕口令等内容。
据了解，南水镇企业众多，异地务工
人员占了当地常住人口一半以上，
他们来
到当地后，
无论是日常生活习惯还是语言
交流，都有一定不便。南水工友驿站、豫
德社工机构在南水镇总工会的支持下，
将
开展粤语兴趣班作为服务异地务工人员
的重要举措，此次培训将在每周三进行，
持续近 2 个月。

趣味配音传承红色文化
遵医珠举行校园配音秀活动

端午假期和“蓝朋友”一起过
走进金湾区消防救援大队西湖站
本报讯 记者何锬坡 金璐报道：
“我是本次参观的讲解员，欢迎大家
来探秘‘蓝朋友’的‘秘密武器’！”金
湾区消防救援大队西湖专职消防救
援站副政治指导员杜铖亮说。6 月 4
日，该消防站迎来了 2021 年建站以来
最庞大的参观队伍——30 名小朋友
和他们的家长。
据悉，2019 年以来，群众自主预
约的全国消防场馆体验皆在微信小
程序进行，近日，最新的预约渠道在
支付宝 App 内上线，珠海市内 20 余
个消防体验馆均已开放预约。在此
契机下，金湾区消防救援大队西湖专
职消防救援站举办“消防站开放日”，
呼吁市民前来了解消防安全知识，近
距离体验
“蓝朋友”
的生活。
在活动现场，亲子家庭首先了解
了队站营区建设的基本情况，随后参
观了消防车库、综合体能训练室、消
防 员 之 家、战 斗 班 房 等 各 功 能 场 库
室。期间，消防宣教员向市民们详细
地介绍了消防车及各类消防装备器
材的使用方法与功能用途，最后还组

活动现场，
小朋友们体验灭火防护服。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织大家开展了原地穿着灭火防护服和
水带保龄球等技能
“大比拼”
。
游戏中，小朋友们热情高涨，纷

纷参加体验，争相了解防护服穿着的
要点、用水带瞄准水枪。最后，参赛
胜出者还获得了消防“大礼包”，奖品

包括消防车模型、学习用品、消防员
卡通钥匙扣等。在穿着防护服和滚
动水带的过程中，小朋友们体会到了
消防员们“白天 45 秒内出车、夜晚 60
秒出车”的不易，也有部分小朋友更
加坚定了当消防员的职业理想。
“我 3 岁的时候就决定要当消防
员了，今天妈妈带我来消防站参观，我
特别开心。我问了很多问题，消防员
叔叔都回答了我。”5 岁的小朋友辛易
告诉记者，自己今天学到了“JP50”表
示上升高度 50 米、水带有不同的大小
等许多以前不知道的知识。
杜铖亮表示，市民群众通过实地
参观与亲身体验等多种形式，不仅更
加直观、全面地了解了消防员的日常
训练模式和生活方式，更深刻认识到
了消防安全的重要性，掌握了消防安
全知识和逃生技能。
据介绍，每周六上午 9 点至 11 点
均为全国各消防体验场馆的开放时间，
想参观的市民在支付宝 App 内搜索
‘全国消防体验场馆预约’
，
进入预约界
面后就近选择场馆进行预约即可。

赛。

6 月 2 日，遵义医科大学珠海校区“喜迎二十大 青春心向党”校园配音秀举行决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本报讯 记者甘丰恺报道：6 月 2 日，
遵义医科大学珠海校区“喜迎二十大 青
春心向党”
校园配音秀决赛举行。
记者在现场看到，
比赛以传承红色精
神为主旨，融入了当下流行的配音元素，
吸引了众多在校学生的热情参与。决赛
中，来自不同院系的 10 支队伍齐聚一堂，
用声音讲述红色故事。
其间，选手们选取了《永不消失的电
波》等多部经典红色影视作品的片段素材，
通过为角色配音的方式，
还原了影视人物

当下所处的心境与状态，
带领现场观众仿
佛
“重回”
革命的光辉岁月，
在声音中体悟
先辈们的英勇和壮烈、
奋斗与拼搏，
感受革
命前辈一腔热血为理想的精神面貌。
“在共青团建团 100 周年之际，此次
配音秀比赛不仅为学子们提供了一个展
示自我才华和青春魅力的平台，
更鼓励大
家能够通过创意的方式表达对传承红色
文化的热情和决心，以此汇聚青春力量，
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学校党委副
书记、校区党委书记王子正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