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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金湾创业多年，每周都在
金湾和澳门之间往返。我本身也是
澳门民众青年会的副会长，经常带大
家一起出去交流。所以在金湾区青联
这个平台上，我可以很好地发挥优势，
促进珠澳两地青年之间的沟通。”珠
海市益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金湾区青联副主席梁嘉豪告诉记者，
本届区青联委员中港澳特邀人士有

11位，都是和自己一样在金湾创业的
青年。

据了解，团区委曾依托珠海市已
有的港澳社团，联系、培育青年骨
干。本次区青联成立后，将围绕“青
春金湾同心圆”主题，开展港澳青年
研学、走访等活动，推动港澳青年感
知金湾、了解金湾，推动珠港澳青年
与企业的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

交融。在依托港澳界别委员推动港
澳青年融入金湾发展的同时，区青联
还将积极拓展对外青年交流，为粤港
澳大湾区的青年搭建务实有效的平
台，加强其与湾区社会组织的经贸、
科技、人文交流，以及与海外青年、社
团的合作交流。

“区青联有组织动员、人才汇聚
和广泛联络的优势，将成为推动青

年为珠海市‘产业第一’贡献青春力
量的强大动力。因此，它也需要严格
要求自身，加强自身建设。”共青团
珠海市金湾区委员会书记、区青联
主席李莉梅表示，金湾区青联将以
扩大媒体声量、建立健全制度和加
强委员队伍建设作为抓手，打造朝
气蓬勃的青年组织，真正成为“青
年之家”。

交流融合 搭建珠港澳青年广泛交往平台

本报讯 记者何锬坡 金璐报道：6月
10日，珠海公交巴士有限公司金湾分公
司南水站驾驶员张智翔驾驶541路公交
车，从航空新城开往珠海港方向，行至江
龙船舶公交站路段时，发现前方非机动车
道上一名女子因电瓶车事故昏倒在地上。

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张智翔靠右
停车，与乘客沟通后安排乘客换乘，并迅
速拨打 120急救电话。在等待救援的
过程中，张智翔为晕倒女子撑开雨伞遮
挡风雨，在伤者逐渐恢复意识后，尝试
询问其伤情，并安抚其情绪，同时指挥经

过的电瓶车注意绕行，确保伤者安全。
约20分钟后，救护车赶到，张智翔向医生
说明情况，帮助将伤者抬到担架上，送往
医院救治。

“我们公交司机都经过安全训练的，
所以我没想这么多，一心想着赶紧查看情
况，尽量帮助她。”张智翔说。据了解，珠
海公交巴士有限公司金湾分公司南水站
每月都会召开两次安全服务例会，组织驾
驶员们观看交通事故案例，加强文明驾驶
与礼让行车的观念，并且学习突发事件的
应急处置。

女子乘电瓶车晕倒路边

南水公交车司机出手相救

本报讯 记者何锬坡 金璐报道：近
日，南水镇“民生微实事”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和飞沙村依托金湾区图书馆飞沙村
服务点成立了“乡村少年宫”，该少年宫以
课业辅导、特色课程兴趣班及乡村大型活
动为主要服务内容。

据了解，“乡村少年宫”既是青少年
的活动场所，也是推进素质教育的载体
和阵地，在落实“双减”政策和加强学生
课后服务的工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在“乡村少年宫”里，孩子们放学后会在

志愿者的指导下安静地做作业、复习、预
习、看课外书。此外，该少年宫还开设了
许多特色课程，如“孔明锁漂流 解锁古
代智慧”、开发记忆力训练。

过去，南水镇飞沙村是珠海西部偏远
的一个小村庄，村民大多外出打工，留守
儿童较多，而乡村活动又相对单一和枯
燥，留守儿童的教育是家长们长期关心、
亟待解决的问题，家长们希望随着飞沙村
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子女也可以接受更好
的教育，可以有丰富多彩的兴趣爱好。

如今，“乡村少年宫”已经成为南水镇
飞沙村孩子们的“快乐大本营”和“双减”
阵地，极大地满足了村内未成年人对丰富
多彩学习形式和内容的渴望，为他们的健
康成长和全面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本报讯 记者何锬坡 金璐报道：6月
10日，为了普及卫生知识，增强女性疾病
预防意识，平沙镇前锋社区党委、妇联、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了以“关爱女性健康
宣传进村居”为主题的线下宣讲会，共吸
引31位居民参加。

宣讲会上，平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医生陈燕玲为大家普及了女性健康知
识，详细介绍了几种常见的女性疾病，包
括这些疾病初期、中期、晚期的不同征
兆，以及每个时期采取的治疗方式，借此
提高妇女们对自身健康的重视程度。同

时，通过派发宣传小手册，向大家推广
HPV疫苗的接种，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一
种预防宫颈癌的方式。此外，陈燕玲呼
吁大家重视体检，包括普通妇科检查、婚
前及孕前检查等，以帮助大家及时发现
身体问题，从而尽快开展治疗，大大提高
痊愈的可能性。

前锋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
社区党委、妇联将会加大“关爱女性健康”
的宣传力度，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定期向居民们普及更多的小知识，共
同守护女性健康。

本报讯 记者何锬坡 金璐报道：为丰
富长者生活，激发长者对美食和生活的热
情，近日，在平沙镇公共服务办指导下，大
虎社区党委、妇联、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支
持下，珠海市瑞众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大
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共同开展了大虎
社区“银龄乐学”驿站学艺班“美味耆缘”
美食小组紫薯山药糕制作活动。

在紫薯山药糕制作课上，大虎社区
“银龄乐学”驿站学艺班美食小组20余名
成员先是观看了糕点制作的教程视频，随
后在社工的帮助下，分工明确、互相协助，
将手里的紫薯、山药一步步变成紫薯山药

糕。制作完成后，热腾腾的紫薯山药糕受
到了大家的喜爱，长者们表示，紫薯富含
纤维素，可以促进肠胃蠕动，具有养胃健
脾的功效，希望以后可以多开展这种有益
身体健康的美食活动。

据了解，“银龄乐学”驿站是今年5月
开办的社区老年大学，旨在将大虎社区打
造成“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
新型阵地。“这节美食课丰富了长者们的
日常生活，锻炼了他们的动手能力，同时
又拉近了邻里间的关系。我们会听取长
者的建议，依托老年大学多多开展类似活
动。”活动相关负责人廖志莲表示。

打造“快乐大本营”和“双减”阵地

南水镇飞沙村成立“乡村少年宫”

在“乡村少年宫”开展端午主题活动。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关爱女性健康 普及防癌知识
平沙镇前锋社区开展关爱女性健康宣讲会

和紫薯山药糕来一场“美味耆缘”
平沙镇大虎社区“银龄乐学”驿站学艺班开办糕点制作课

长者品尝紫薯山药糕。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本报讯 记者何锬坡 金璐报道：
6月12日，珠海市“强国复兴有我，志
愿谱写新篇”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
务系列活动的第一场——“‘感受智能
制造’探索营养未来世界”科学普及志
愿服务活动在金湾区汤臣倍健透明工
厂举行，25名医护人员及困境儿童家
庭共同感受了现代医药健康产业的智
能制造，探索了营养世界。

活动中，亲子家庭首先参观了
透明工厂，感受阳光透明生产环
节，近距离领略智能制造，了解了
当前汤臣倍健在生产设备及作业
流程，技术、工艺、原理与科技知
识的先进水平。在亲子动手实验
课堂，专业营养师带大家走进营养
天地，用轻黏土制作了营养餐模
型。随后，孩子们来到了营养探索
馆，一会儿在小电影中穿越时空，
从远古到现代，了解大自然给予
生命的能量以及不同历史阶段人
类的营养状况。一会儿，又在光影

森林和 VR 体验馆中尝试各种互
动游戏，在学习知识的同时锻炼
了体能。

最后，汤臣倍健为孩子们赠送
了健康礼品，准备了新鲜营养又丰
富的自助午餐，希望通过此次活动，

能够给予医护人员及困境家庭子女
更多的关爱，带领他们感受科技创
新，探索营养未来世界。“因为我平
时工作也比较忙，没什么机会带孩
子一起参加活动，今天这个活动我
感觉很有意义，孩子了解了平时很
少接触的一些健康知识，这里的科
普也是把抽象的变成具体的，孩子
容易理解。”带女儿来参加活动的市
民孙女士说。

“这次金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活
动是一个好的开头，在接下来的3个
月中，珠海市还会有99场新时代文明
实践活动，内容涵盖文化文艺服务、助
学支教、医疗健身、科学普及、法律服
务等九大板块，有利于我们创新服务
方式和内容，贴心暖心服务市民群
众。”珠海市志愿者联合会执行副会长
陈伟光介绍，本次活动由珠海市志愿
者联合会、金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志
愿服务总队、珠海市妇女儿童福利会
联合主办。

感受智能制造 探索营养世界
25名医护人员与困境儿童家庭走进汤臣倍健透明工厂

亲子家庭首先参观了透明工厂，近距离领略智能制造的魅力。本报记者 张洲 摄

服务青年成长发展
引领青年建功立业
珠海市金湾区青年联合会五年工作方针擘画蓝图

今年以来，金湾区从
龙头企业的引进和产业生
态的优化等方面着手，推
动全区产业能级量级提升
跨越，取得了显著成效。
今年1-4月，金湾区完成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196.8
亿元，增速达9.1%，占全市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
41.7%，向着建设珠海产业
中心的目标稳步前进。

这一串数字的背后，是
每一位金湾逐梦人的日夜兼
程，也是每一位金湾青年的
汗水与拼搏。而未来，在走
向珠海产业中心、交通中心、
城市新中心的道路上，金湾
区将如何更好地发挥青年力
量，让青年和城市一同成长？

6月10日，珠海市金湾
区青年联合会成立大会暨
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
用一份五年工作方针与任
务给出答案，擘画了金湾区
青年联合会服务青年成长
发展、引领青年建功立业的
蓝图。

采写：本报记者 何锬坡 金璐
摄影：本报记者 张 洲

据了解，金湾区青联是区内各界
青年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其核
心力量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珠海市
金湾区委员会。以金湾区青联为平
台，金湾团区委各项“青”字头的品牌
活动将会拥有更大的辐射范围，“金湾
青年岗位能手”以及“金湾青年突击
队”的评选也将产生更大的影响力与
引领示范作用。

6月1日，金湾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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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
或是“卡脖子”技术的突破者，或是行业
内的技术能手和带头人，其中不少人
也是本次金湾区青联第一届委员。

“我们率先突破了以铜柱、镀金、
沉镍等制程工艺为主的先进封装用厚
阻干膜光刻胶的‘卡脖子’技术难题，
也是国内首家实现以酸性蚀刻、电镀、

封孔制程的半导体领域封装载板类载
板专用干膜光刻胶产品量产的企业。
本次区青联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我遇
见了许多其他行业的‘尖兵’，相信经
过交流会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珠海
市能动科技光学产业有限公司证券部
部长、区青联常务委员丘梓炜说。

除了激发青年创新、创业、创优热
情，加大举荐人才的力度，金湾区青联还
将推进青年参与社会治理，依托“共青团

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面对面”等活动，
搭建各界青年与各级党委政府“面对面”
的对话常态化、制度化平台，在实践中提
高青年公共事务的参与能力。

与此同时，金湾区青联还将开展
“青智行”等系列活动，组织青年以调
研、走访、座谈等形式，推动青年、企
业、政府部门之间的深度交流，对接产
业投资需求、探讨项目合作意向，让青
年为金湾区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

实践建功 发挥青年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

稀缺性是资源的显著特点，而通
过链接互通，原本独立的个体便可以
将有限的资源进行最大化利用。本届
金湾区青联的140名委员，分属12个
界别工作委员会，包括教育、社会科
学、经济、金融商务、法律、文化艺术、
新闻出版和新媒体、医药卫生、社会组
织、农业、产业技能人才和港澳特邀人
士。他们当中，既有中共党员，也有民

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他们有着不同
的学历、专业，代表着各自的青年团体
和资源。

“我是一名经管学院的老师，同
时又带领学生进行一些志愿服务。
在区青联有这么多来自社会各界的
青年朋友，对于我们去帮助学生找到
甚至开发最适合自己的社会实践活
动是非常有益的。”珠海艺术职业学

院经济管理学院专任教师、金湾区青
联常务委员王畅表示，自己作为教
师，不仅是探索青年志愿服务优化工
作的先行者，更是区青联走进更多青
年的桥梁，今后将借助区青联的品牌
活动，促进高校学生的培育，为学生
们提供支持。

发挥各界别青联委员的资源优势
对青年进行支持，一方面体现在帮助

青年在活动中成长上，另一方面则体
现在维护青少年权益上。接下来，金
湾区青联将深化“青少年维权岗”创建
活动，在青少年中广泛开展禁毒、法治
宣传教育，持续推进青少年危机介入，
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帮扶特殊青少
年群体，健全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
体”的工作网络，做青少年坚强的社会
支撑。

链接资源 用服务促进青年更好更快成长

以金湾区青联为平台，金湾团区委各项“青”字头的品牌活动将会拥有更大的辐射范围，“金湾青年岗位能
手”以及“金湾青年突击队”的评选产生更大影响力与引领示范作用。图为金湾区得理乐器生产车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