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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炎炎，天气闷热。连续多日，
横琴室外最高气温接近35摄氏度。
工作量大、任务重，加上穿着密不透风
的防护服以及N95口罩，防疫工作者
在多重考验下坚守岗位，辛勤付出，感
动着无数街坊。横琴各社区及核酸采
样点的工作人员使出各种妙招为“大
白”“小蓝”们降温，为他们尽可能创造
良好的工作环境，确保核酸检测顺利
进行。

冰块可以“花式”利用

在热浪裹挟下，身穿白色防护服
的医护人员在户外采样，很快便开启

“汗蒸”模式，防护服密不透风，不到半
小时，汗水就会势如雨下。为给一线
防疫工作者降温消暑，各社区紧急采
购大量冰块，定时配送至核酸采样点。

大大小小的冰块透着冷气，如何
利用？防疫工作者给出了各式各样的
答案。除了摆放在四周筑起消暑“冰
墙”，一些横琴医院的医护人员还将冰
块隔着鞋套踩在脚下，让阵阵凉意从
下向上延伸。有些瘦一点的医护人
员，坐在椅子上防护服在腹部堆积，就
会形成一个“凹”槽，正好可以将打碎
的冰块放在“凹”槽中，起到贴身降温
的作用。

横琴核酸采样点随处可见黑色的
大型风扇，仔细一看，可发现风扇底部
伸出一根电缆连接至下放的水箱中，
据荷塘社区“两委”委员梁浩源介绍，
将冰块放入水箱，电扇就可以形成雾
化效果，吹出冰凉的冷风。另外，记者
看到，水箱里还放着不少饮品，利用冰
块形成冰饮。水箱里的冰水还可以放
进手套中，制作成“冰袋”，帮助防疫工
作者降温。

社区均能因地制宜

“这么热的天，穿着普通衣服站在
外面都受不了，何况他们还要穿着防
护服，得尽量帮助他们消暑。”小横琴
社区党委书记陈景锋将防疫工作者的
辛苦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既然无法改
变目前的自然条件，那就采取更加人
性化的管理，为他们尽可能创造良好
的工作环境。

各核酸采样点所在位置不同，需
要“因地制宜”综合考虑外部条件，采
用不同方法。

横琴天沁园核酸采样点原本设在
天沁园球场，但由于天气太热，陈景锋
决定将医护人员转移至有空调的采样
小屋中，室外的黄码采样区人流较少，
于是黄码采样区的医护人员也一并进

驻空调房，观察到有人来采样再出
门。身穿蓝色防护服的志愿者则每隔
两小时轮班，避免长时间处于闷热状
态产生中暑现象。

记者了解到，除了横琴天沁园外，
横琴其他核酸采样点并没有类似的

“空调小屋”，三塘村、四塘村等地的核
酸采样只能在户外开展。新家园社区
和荷塘社区工作人员便将核酸采样点
安置在靠近社区办公室的位置，方便
防疫工作者进入空调房休息。此外，
也将轮班时间缩短，调整为每隔1.5
小时轮班一次。

莲花社区党委在面对“空调房之
难”时，采取了更加积极主动的应对方
式，洋环村核酸检测点的蓝色帐篷已

升级为集装箱采样屋，可以将医护人
员、采集信息员全部纳入其中。麻雀
虽小，五脏俱全，集装箱采样屋配备空
调、风扇、紫外线消毒灯、医疗废物箱
等设备，一线医护人员的工作环境得
到有效改善。

后方总有爱心支援

冰冻饮品、藿香正气水、湿纸巾、
毛巾等防暑降温物资由社区工作者及
时送到每一名防疫工作者手中，此外，
还有更多的爱心物资源源不断被送至
防疫一线。

“西瓜来了！大家有空来吃。”澳
门居民何阿姨顶着烈日，提着大包小
包赶到小横琴社区，“看着他们大热天

在户外为居民的安全努力工作，挺心
疼的。”何阿姨一边说，一边将自费购
买的水果和糖水分给正在休息的防疫
工作人员。横琴各社区涌现出不少像
何阿姨这样的爱心人士，他们主动为
志愿者、医护人员提供冰粉、绿豆汤、
凉茶等防暑降温饮品，一份份爱心源
源不断从“后方”赶来，让盛夏的核酸
采样点“凉意十足”。

一声声“辛苦了”，一份份冰冻饮
品，一次次人性化的关怀……都是对
防疫工作者的保护和安慰。横琴防疫
工作有序进行，后勤保障任重道远。
合理安排工作岗位，科学改善工作环
境，积极提供精神支持，横琴正在为防
疫工作创造更好的条件。

就为了能让他们更凉快点
横琴各核酸采样点为“大白““小蓝”降温妙招频出

本报讯 记者李灏菀 陈秀岑报
道：近期，一场名为“阡陌之间——社
区环保艺术展”的主题展览在澳门举
行，由澳门“95后”艺术家官宏滔带来
的多媒体摄影及大型装置艺术作品
《塑山》，引发琴澳两地观众热烈反响。

《塑山》采用数百个颜色不同、形
状各异的塑料瓶搭建而成，是官宏滔
结合其之前的环保系列作品《色山》的
二次创作。他希望通过将艺术与生活
垃圾相结合的形式，唤起社会对白色
污染的反思，呼吁大家行动起来，减少
使用一次性用品，推进垃圾减量化、资
源化，保护环境。

然而，创造素材塑料瓶的收集之
路异常曲折。在这之前，为了搜集创
作素材，官宏滔曾冒雨蹲在横琴再生
资源循环利用中心户外一角，洗了两
天回收的塑料瓶子，又带着这些瓶子
穿街走巷来到澳门。

“事实上，那里比我想象中要干净
许多，各类可回收物分区、分流处理，
各得其所。而且工作人员很热心，不
仅向我介绍了中心日常运作流程，还
表示希望以后有机会合作，在横琴不
同的地方展示类似的公共艺术，提升
大家的垃圾分类意识。”官宏滔表示，
亲身来到横琴再生资源循环利用中心
后，加深了他对垃圾分类工作的了解。

“在这里可以看到，收运回来的塑

料制品、泡沫箱、大件垃圾、园林垃圾
等会实施专项分流处理，做到生活垃
圾资源化回收利用。这让我更有动力
做好垃圾分类、传播环保理念。”他说。

短短两周内创作的作品得到社会
广泛关注和公众认可，官宏滔表示有
些意外，并希望下次能做得更好。

“这次用的塑料瓶全是横琴再生
资源循环利用中心回收的生活垃圾，
一方面，我想通过艺术赋能，让大家看

到可回收物的美学；另一方面，是想展
现每个人的点滴行为对整个自然的影
响，希望大家关注生态环境受到破坏
的严峻性。”他直言，垃圾分类需要全
社会合力推动，文艺工作者应自觉承
担在艺术、文化推广方面的使命和责
任。

官宏滔是土生土长的澳门人，在
美国麻省大学达特茅斯分校摄影专业
毕业后，在当地创业成立传媒公司。

后受疫情影响，考虑到自身安全和行
业发展前景，他毅然决定回家，将公司
落户合作区。

近年来，他创作出《连城》《色山》
等一系列以“一国两制”“琴澳融合”

“人与自然”为主题的作品。
官宏滔表示，站在合作区的大舞

台上，他会更加珍惜创作的机会，创作
更多与琴澳融合、环境保护相关的作
品，促进两地社会文化深度融合，唤起
大家对环保的关注和思考。

自垃圾分类工作开展以来，合作
区通过开展入户宣传、环保跑、主题辩
论赛、厨余垃圾堆肥月等垃圾分类活
动，推动琴澳居民从“要我分”到“我要
分”的观念转变，实现居民垃圾分类知
晓率100%。随着垃圾分类宣传工作
不断深化，合作区涌现出了一批为垃
圾分类、环保事业贡献力量的“时尚先
锋”，他们用自己所学所感所知，在专
业的领域宣传垃圾分类。

为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号召更多
琴澳居民加入垃圾分类行列，合作区
城市规划和建设局探索“树起一个点，
带动一大片”的宣传新路径，持续挖掘

“时尚先锋”典型事迹，用“小我”的力
量推动更多人积极参与垃圾分类，促
进社会形成良好的垃圾分类氛围，让
琴澳居民一起共建共享天更蓝、山更
绿、水更清的美好合作区。

每个人的点点滴滴可以“塑山”
澳门青年艺术家“解锁”垃圾分类美学

据新华社电 科技部部长王志刚近
日以视频方式出席香港科技创新联盟成
立暨中银香港科技创新奖启动仪式，首
次对外公布国家科技计划将进一步扩大
对港澳开放。

据悉，面向“十四五”，科技部将继续
推动国家科技计划更大力度、更大范围对
香港和澳门开放。今年，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在生命健
康、人工智能、通信、新材料、电子信息等
领域，对港澳新增开放15个专项，大力支

持更多爱国爱港爱澳科研人员深入参与
国家重大科研任务，助力国家实现高水平
科技自立自强和建设科技强国。

此前，科技部会同财政部等相关部
门出台多项举措，助力港澳创科发展，扩
大和深化内地与港澳科技合作。自
2018年以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先后有
17个基础前沿类重点专项和科技创新
2030-“脑科学与类脑研究”重大项目以
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
对港澳开放。

科技部：

国家科技计划将进一步扩大对港澳开放

据澳门生产力暨科技转移中心消
息，由该中心主办的第13届澳门时装
画艺术比赛18日公布获奖名单，其中
公开组的张赞辉和学生组的阮晓明分
别获得各自组别冠军。

本届主题为“国潮·国风”，专业评
审团由7名艺术领域专家组成，比赛共
收到192份参赛作品，分别为公开组55
份，学生组137份，参赛作品来自17所
本地中学的学生。

经过评审团多番筛选，奖项得主如
下：公开组冠军张赞辉、亚军陈可意、季
军麦家怡；学生组冠军为澳门培正中学
阮晓明、亚军为劳校中学陈绮琦、季军
为劳校中学官颖鸣。评审团认为，本届
参赛作品整体水准优良，不乏佳作。“参
赛者在参赛过程中用心设计及绘画，说
明时装画在青年一代中日渐受欢迎，并
引发他们对服装和艺术的兴趣。”

为加强推广时装画，增强与公众的
交流互动，本届比赛的入围作品于7月
20日至30日期间在生产力中心的微信
公众号展示，让公众线上投选心仪作
品，每个微信号每日可投票1次，选出两
组别的“网络人气奖”。

澳门时装画艺术比赛获奖名单公布

国风时装画在青年中受欢迎

据澳门基金会消息，由文化和旅游
部港澳台办、全国青年联合会秘书处、香
港中联办青年工作部、澳门中联办教育
与青年工作部、香港青年联会、澳门基金
会共同主办的2022年“港澳大学生文化
实践活动”于7月18日14时举行线上开
幕式。各主办、承办单位和相关实习机
构代表参加。

文化和旅游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局
长高政会上认为，“港澳大学生文化实践
活动”是文化和旅游部港澳台办多年来
的一个成熟品牌活动，为港澳青年朋友
认识祖国发展、了解民族历史文化、增长
社会阅历搭建了有益平台。“希望同学们
在实习中培养更加宽广的视野和远大的
志向，将个人发展在国家发展、时代发展
中找到共鸣。”

澳门基金会主席吴志良提到，人文
历史底蕴一直是澳门城市的宝藏，这些

宝藏所引申出来的种种的人情、事情、物
情、景情，不但需要大家去不断地加以发
掘，更需要大家把这些人文触觉演绎成
各种各样的“澳门故事”，去诉说，去讴
歌，去传承，更要去传情，让它们能成为
澳门建设“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
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的重要基础。“希
望同学们通过参加这项活动，能学有所
用，好好担当增进内地与港澳文化交流
的使者角色。”

香港、澳门实习生代表在发言中表
示，活动给他们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他们
足不出户也能够与内地的老师同学进行
学习交流。通过活动丰富思想，增强底
气，密切与祖国的联系。

今年的活动于7月18日至8月19
日以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为
港澳同学提供55个线上实习岗位，并安
排了一系列的云游活动。

“港澳大学生文化实践活动”开幕式在线举行

为港澳学生提供线上实习岗位

官宏滔与其作品《塑山》。 合作区城市规划和事务局供图

横琴莲花社区洋环村核酸检测点的蓝色帐篷升级为集装箱采样屋。

医护人员将冰块踩在脚下，阵阵凉意从下向上传递。 将冰块放入水箱，风扇可形成雾化效果吹出冰凉的风。

记者从澳门大学获悉，粤港澳大湾
区高校在线开放课程联盟的在线开放课
程共享模式日前获广东省教育厅2021
年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该联盟由澳门大学、香港中文大学、
暨南大学、中山大学、深圳大学等十所高
校组成，以推动共用在线开放课程学分
课的校内及校际学分互认，促进线上线
下相融合，使优质教学资源得以分享。
联盟以《基于在线开放课程的高校集群
发展模式探索与粤港澳大湾区实践》作
总结申报奖项评选，并获一等奖。澳门
大学教与学优化中心主任王嘉祺代表澳
门大学接受奖项。

粤港澳大湾区高校在线开放课程联

盟成立于2018年，主要开展各类优质在
线开放课程及互联互通的在线开放课
程平台建设，为社会公众免费提供科学、
文化素质教育等在线开放课程。联盟内
高校可以免费享受联盟平台上所有在线
开放课程及相关资源、平台软件支持、学
校专属人员服务，参与联盟组织的各类
教师开展的培训活动、课程建设沙龙、相
关评优比赛等。

广东省教育教学成果奖评选由广东
省教育厅组织及开展，旨在奖励在教育教
学实践改革和研究中取得显着成果的单
位和个人，发挥教育教学成果的引领激励
作用，进一步促进广东省教育高质量发
展，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人才高地。

粤港澳大湾区高校在线开放课程联盟获一等奖

助推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

公开组冠军张赞辉作品《红绣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