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王晓君报道：3小时术
前检查，7分钟完成心脏冠脉造影术，24
小时内即可出院……治疗效果佳，既缩
短了住院时间，又节省了费用，澳门患
者毕先生为就诊体验频频点赞。近
日，珠海市人民医院横琴医院成功开
展首例冠脉造影日间手术，为一名澳
门患者解除病痛之苦，患者术后不久
即可正常活动。

“还以为要在医院待上好几天呢，没
想到这么快就可以出院了，对正常工作
生活影响不大，而且费用也不高。”谈及
此次就医，有长期高血压病史的澳门患
者毕先生这样说道。

近日，澳门患者毕先生因反复出现
头晕、胸闷症状前来市人民医院横琴医
院心内科就诊，医生在诊断病情后，建议
他进行冠脉造影术治疗，但毕先生表示
由于工作和生活的安排，没有充足的时
间住院治疗。为改善患者就医体验，满
足患者就医需求，该院心内科副主任叶
芬向毕先生提出了开展冠脉造影日间手
术的建议，并向其详细讲解了日间手术
方案。毕先生听闻后表示同意手术方
案，并办理住院手续。

当天16时15分，患者到达导管室，
心内科、放射科和麻醉科手术室等相关
科室医务人员全力配合，开始穿刺右侧

远端桡动脉行冠状动脉造影术。
16时35分，手术顺利结束，检测结

果提示患者前降支40%-50%狭窄，冠
心病诊断明确，因冠状动脉的狭窄程
度尚未达到植入支架的指征，适合药
物治疗。

20时35分，术后4小时，心内科主治
医师熊劼检查患者穿刺点情况，右侧桡
动脉穿刺点一切良好，无血肿、渗血等情
况，桡动脉搏动良好，开具长期服药方
案，予以患者办理出院手续。毕先生从
进入手术室进行冠脉造影手术到办理出
院只花了4个多小时。

叶芬介绍，传统冠脉造影手术通常

需要患者住院3-5天。如今，为方便患
者就医，改善患者就医体验，市人民医院
横琴医院心内科新开展了“冠脉造影日
间手术”。患者在心内科门诊进行心脏
专科评估，并做好造影前药物准备，术前
当天上午，医生便会为患者完善相关术
前准备，结果完善后即可完成心脏造影，
手术全过程约30分钟，不需要冠脉介入
治疗的患者观察数小时后就能办理出
院。出院后医生还将为患者提供科学合
理的康复指导，保障患者安全。

和以往相比，“冠脉造影日间手术”
使得患者无需长时间住院，不但节省了
时间和医疗费用，也节约了医疗资源。

市人民医院横琴医院心内科治疗取得新突破

成功开展首例冠脉造影日间手术

□本报记者 李灏菀 陈子怡

端午节作为重要传统节日，承载着中华民
族的历史记忆，端午佳节，横琴家家户户弥漫
着粽叶与糯米的香气。为迎接端午佳节，横琴
各社区围绕“一老一小”，面向长者和少年儿
童开展了包粽子、制作香囊、慰问工作人员等
多种形式的社区活动，通过调动“长”“幼”能
量，营造节日氛围，为合作区增添了粽香与浓
情。

传统技艺为活动增色
长者制作粽子显身手

端午节期间，有一项活动让长者们大展身
手——那就是“包粽子”。

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居民节日生
活，拉近邻里之间的距离，横琴多个社区组织
了包粽子活动，并将包好的粽子送给社区保
安、网格员等工作人员，以及社区独居老人、残
障人士等弱势群体以示慰问。

6月1日，横琴荷塘社区开展端午节包粽
子活动，活动由社区志愿者与社工们共同完
成，大家提前准备好糯米、蜜枣、腊肉、蛋黄等
食材，三三两两围坐在一起，使出看家本领，一
时间粽叶舞动，麻绳穿梭，卷粽叶、填馅料、打
绳结……欢声笑语中一个个鲜绿美丽的粽子
就躺在案板上。值得一提的是，长者们在这次
活动中发挥出了明显的优势。

6月2日，横琴新家园社区邀请10名琴澳
银龄志愿者来到“弘扬端午文化，传我浓情粽
香”系列活动的现场，银龄志愿者们在前一天
就将粽叶、糯米洗净、泡好，一起捋粽叶、填糯
米、放红枣，粽子就在一双双巧手挥动间快速
成型。

“很多年轻人都不太会包了，所以需要多
跟长者学习，弘扬传统文化。”参与活动的年轻
志愿者吴女士表示。

社区工作者卢小姐则表示，长者更了解传
统文化，调动他们的力量，能为社区增色不少。

童真童趣为社区增添活力
祖孙同乐受到居民欢迎

少年儿童充满好奇心与创造力，能为社区
活动带来欢声笑语和活力。除了专门为儿童
设计的活动外，横琴各社区还策划创新联动，
让长者和儿童加强交流，以达到传统文化薪火
相传的效果。

6月1日，横琴新家园社区邀请到8名儿
童志愿者担任端午节活动的“后勤小组”，他们
在社工的耐心陪伴下学习端午节的由来，了解
吃粽子、佩香囊、悬白艾等习俗。儿童志愿者
与巾帼文明岗志愿者合作，为社区包粽子活动
准备豆子、粽叶、器皿等材料。

6月2日，横琴新家园社区开展的“粽享端
午 耆乐融融”活动、小横琴社区开展的“同乐

‘粽’动员”活动，邀请小朋友与爷爷奶奶一起
参与。活动现场，只见爷爷奶奶和小朋友们分
工明确，小朋友们负责材料清洗，长者们则负
责包粽子。经过耐心地等待，一波波散发着香
味的粽子新鲜出炉，忙碌半天的长者和小朋友
们终于能够一同品尝劳动成果，祖孙同乐其乐
融融。

“有小孩子在的地方总是欢声笑语，充满
了活力，让空巢老人也感受到了温暖。”儿女都
在国外学习工作的李先生表示，“长者参加活
动的积极性更高了，小朋友也在活动中获得了
生活体验，学习到中国传统文化。希望这种形
式能够延续到社区其他活动当中。”

“长”显身手“幼”添童趣过端午
隔代联动为合作区增添粽香与浓情

新华社澳门6月4日电 又
见榴花红似火，又闻五月粽飘
香，澳门迎来一年一度的端午。
这座受中华传统文化浸润的小
城，用古老与现代结合的方式迎
接传统节日。

兰香阁，一家位于澳门新
埗头街的传统茶楼，临近端午
时，换上了粽子主题的装饰。
整整三层的茶楼以往客似云
来，在端午季，一层不再用来招
待食客，而是专门用来售卖招牌
产品——粽子。

无论是巨无霸的双黄烧腩
芦兜粽、鲜美富足的绿豆咸肉
粽，还是甜蜜软糯的豆沙碱水
粽，融合着粽叶的清香，总是能
迎来各自的粉丝。

澳门市民蔡女士挑选了瑶
柱口味的粽子。她说，来这里买
粽子是因为出名，粽子品种多。
之前已经买过一些，不够，现在
又来买，用作送礼。

“我们是老字号，粽子质量
把关很严，每年销售情况一般都
很理想。”老板陈志伟说。

“我们在电视看到澳门有龙
舟赛，又在这里看到这么多粽
子，一下就感到端午节到了！”在
兰香阁采购的广州市民杨女士
说。

每逢端午，南湾湖畔龙舟竞
渡、百舸争流，小城洋溢着浓厚
的节庆气氛。由澳门特别行政
区政府体育局、澳门龙舟总会主
办的2022澳门国际龙舟赛，在
南湾湖水上活动中心举行。

当天的南湾湖畔，彩旗飘
扬，鼓乐喧天，多支龙舟劲旅乘
风破浪、奋力求先，竞逐各项锦
标殊荣。广大市民和旅客也在
防疫要求下，亲临观赏精彩赛
事，共庆端阳。

以往三天的龙舟赛，前两天
是澳门本地企业、社团组织的本
地赛事，最后一天是国际赛事。
受疫情影响，今年澳门国际龙舟
赛只有本地队伍共122支报名
参赛。端午当日举行的是500
米标准龙多个组别的决赛。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贺一诚
为龙舟赛发来贺辞说，端午龙
舟竞渡是流传了数千年的民俗
传统活动。此项活动在澳门薪
火相传，时至今日已发展成为
重要的水上体育竞技盛事。每
年一度的“澳门国际龙舟赛”既
体现了中华传统民俗文化在澳
门的一脉相承，也展现了广大
居民对国家和民族的爱戴和认
同，在弘扬中华文化方面发挥
重要作用。

龙舟赛选手杨敬荣说，很高
兴能够参加这个中华民族的传
统活动，感受气氛。“我们传承赛
龙舟，让中华文化能够更好地发
扬，家人、朋友也可以一起享受
这美好的一天。”

今年，澳门特区政府体育
局、旅游局和内地旅游网站合
作，通过“云游”的方式带领大家
观赏龙舟竞渡，感受澳门特色的
端午节庆活动，积极推介澳门文
旅资源。

榴花红·龙舟欢·粽情浓
——澳门端午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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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澳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应变协调中心消息，在6月2日
举行的记者会上，仁伯爵综合
医院戴华浩医务主任宣布，澳
门5个核酸检测机构，自6月3
日起下调常规新冠病毒核酸检
测价格至澳门币55元。参与
下调的核酸检测站包括南粤青
茂口岸和横琴口岸检测站、国
检综艺馆和北安客运码头检测
站、镜湖医院和科大医院检测
站、工人球场检测站。

对于在酒店就医观察的检
测费用，戴华浩表示，由于入住
酒店的人士需接受单样检测，
区别于社区常规的混合检测，
且需要配置相应的人力资源
以及防护设备，各项成本较

高，因此是否下调检测价格有
待进一步考察。但他也强调，
相关费用仍有下调空间，协调
中心将继续与各检测机构商
讨降费问题。

戴华浩透露，目前协调中心
正接受一个新检测机构的采样
及检测牌照的申请，争取在这个
月内审批通过。“新机构当前还
需要进行采样场地、实验室场地
的准备工作，我们有信心该机构
的首个采样站能在月底投入服
务，进一步降低检测费用。”

另外，戴华浩还表示，澳门
短期内不会调整对重点人群的
检测次数，但他们会认真研究各
地经验，探索更合适重点人群的
检测路径。

澳门5家核酸检测机构
下调常规检测价格

据澳门媒体消息，由国际展
览业协会（UFI）主办的2022年
全球展览日澳门地区庆祝活动日
前举行，今年主题为“以展览活动
加快经济复苏步伐”，活动重点关
注线下展览和面对面的商务活动
对于促进经济增长和复苏的重
要价值。

“今年‘全球展览日’聚焦于
实体展览和面对面商业活动，将
为澳门经济复苏创建良好的平
台，同时也为业界人士提供扩展
商业网络、结识合作伙伴的机
会。”澳门贸易投资促进局代主

席余雨生致辞时表示，贸促局将
持续与业界携手合作，引进、组
织、创建、鼓励更多的实体展览，
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模式，让会展
活动能以绿色低碳理念推动产
业复苏。

余雨生还指出，政府已于5
月27日与会展业界、重点行业
的朋友们前往珠海交流访问。
6月中旬，贸促局将继续与业界
前往深圳等其他大湾区城市参
与专题展会和进行对接交流，为
促进澳门经济增长与复苏探索
新路径。

团体举办全球展览日庆祝活动

为澳门经济复苏探索新路径

观 澳

本报讯 记者李灏菀 陈子怡报
道：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同时也是
世界海洋日前夕，横琴国家地理探险
家中心正式接受“广东省环境教育基
地”授牌，并于这个特殊的日子开展了
一场海洋环境保护公益讲座。讲座邀
请中山大学海洋科学学院副教授贾坤
同为游客科普海洋生物、海洋生态保
护等相关知识。

活动现场，贾坤同教授以“探秘五
彩缤纷的海洋世界”为主题，通过观赏
海洋动画片带领观众认识海底世界之
美与海洋生物的多样性，随后引出海
洋环境保护问题，提出人造垃圾、石油
泄漏会对海洋生物造成危害，并向观
众强调保护环境的重要性。

参与此次活动的澳门居民高女士
说：“今天带孩子来参加这个讲座，我
觉得很有意义。我们应该从小培养孩
子保护环境的意识，让他们养成日常
生活习惯，从一件件小事做起，让这个
世界变得更美好。”

记者了解到，广东省生态环境
厅近日公布的2021年“广东省环境教
育基地”名单中，作为横琴一站式文旅
综合体——创新方一期重要项目，横
琴国家地理探险家中心经珠海市生态
环境局的初审与推荐，广东省生态环
境厅组织专家评审、公示及最终审定，
与珠海市其他两家单位共同获评“广
东省环境教育基地”。6月5日上午，
横琴国家地理探险家中心作为“广东
省环境教育基地”在2022年世界环境
日广东省主场活动上接受授牌，这是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后首家“广
东省环境教育基地。”

横琴国家地理探险家中心总经理
刘戈峰表示，横琴国家地理探险家中
心组建了研学科普团队、垃圾分类工
作小组、环境教育工作小组，将在接待

游客的过程中科普自然、动物、生态环
境知识。此外，园区还推行“无塑探
险”，餐厅使用的器皿均为瓷器或者环
保可降解材料。“我们将继续坚持环保
理念、履行社会责任，将环保教育知识
带给更多市民。”刘戈峰说。

据悉，横琴国家地理探险家中心
还将在6月同步举办“海岛探秘奇踪”
探险活动，将多个海洋主题的游乐项
目与海底探险的趣味相结合，鼓励孩
子在游玩的同时认识到海底世界的生
物多样性，从而提升保护海洋生态的
意识。

举行多元活动提升市民游客环保意识

合作区首家“广东省环境教育基地”获授牌

▲横琴新
家园社区邀请
10 名 琴 澳 银
龄志愿者参加
包粽子活动。

◀长者和
小朋友一起包
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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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坤同为游客科普
海洋生物、海洋生态保护等
相关知识。

◀“广东省环境教育基
地”授牌现场。

图片由受访单位提供

澳门市民在兰香阁采购粽子。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