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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何锬坡 金璐报道：“大
自然中绝大多数的水是不能直接饮用的，
要经过沉降、吸附、过滤、杀菌或蒸馏等方
法来净化，是不是很不容易？”8 月 22
日，平沙镇大虎社区内，一堂由社区妇联、
关工委、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开展的青
少年“珍惜水资源”净水系统DIY小实验
课正在开展，25名青少年认真地进行着
实验。据了解，8月以来，金湾区平沙镇
各村居都举办了形式多样的新时代文明
实践活动，让青少年们在游戏中学习，在
笑声中为暑期生活画上句号。

除了大虎社区的科学实验课堂，还有
前进社区的“运动小达人”活动。8月15

日到8月20日，由前进社区党委、社区妇
联、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主办，同心社
会工作服务中心承办的“民生微实
事”——“品领雁文化 做美德少年 助乡
村振兴”前进社区青少年社会实践营系列
活动之运动小达人“趣味跳绳”就吸引了
社区上百名青少年的参与。此外，南新社
区居委会、妇联和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
举办了三期“讲南新好故事 扬文明新风
尚”暑期小记者课程，让近60名青少年完
成了以采访身边的好人好事为主题的采
访稿，鼓励青少年们善于思考、善于观察，
发现身边发生的有价值的新闻，做文明新
风的传播者。

扬文明风尚 助乡村振兴

平沙镇开展青少年暑期实践活动

采写：本报记者 何锬坡 金璐
摄影：本报记者 张 洲

想要“足不出户”游览城市风
光和历史遗迹吗？“试试我们金湾
展位的VR旅游摊位！”2022南
国书香节珠海国际会展中心分会
场金湾展位工作人员郑辉说。在
这个以虚拟现实技术支撑的特色
摊位上，市民可以在1平方米的空
间内“穿越”到金湾航空新城，甚
至是远在60公里外的宝镜湾摩
崖石刻。

据了解，除了科技感与现代
感满满的VR旅游，在8月19日
至23日举办的2022南国书香节
珠海分会场中，金湾区还为市民
带去了包括定家湾茶果免费品
尝、三灶剪纸、三灶竹草编织体验
以及“飞花令赢书籍盲袋”在内的
多彩活动，以“金湾非物质文化遗
产、金湾区文旅路线推荐、金湾区
图书馆服务”三大板块展示了金
湾区浓厚的书香与文化氛围。

“这幅剪纸长4米，高2.2米，我把
家里全部腾空了才勉强放下它的工
作台，前后花了快2个月才完成全部
的设计和制作。”三灶剪纸非遗传承
人陈洁荣笑着说。近日，许多珠海人
的微信朋友圈都被这幅有“金湾清明
上河图”之称的金湾航空新城剪纸

“刷屏”了。占了金湾展位一整面墙
的大红色剪纸作品中，不仅展示了金
湾市民艺术中心、金湾华发国际商务
中心“双子塔”等金湾城市地标，还有
洪鹤大桥、金海大桥等重点交通项

目，以及AG600水陆两栖飞机、白鹤、
龙舟、水乡等极具金湾特色的元素。

走进金湾展位内部，这一巨幅剪
纸作品的作者陈洁荣正在笑眯眯地迎
接着前来参观的市民们。在非遗展区
的三灶剪纸摊位，陈洁荣展示了自创
的“梳子纹”12生肖剪纸、三灶鹤舞剪
纸、舞狮剪纸等精美的作品，并且现场
教学，邀请有兴趣的市民朋友亲自体
验三灶剪纸。

据了解，金湾区共有各级非遗代
表性项目16项，本次除了三灶剪纸，

其他的金湾非遗如定家湾茶果、三灶
竹草编织和三灶鹤舞都在金湾展位
得到了展示。汤何佳是目前三灶竹
草编织的唯一一名省级传承人，2022
南国书香节期间，他也来到了珠海国
际会展中心的金湾展位，亲手教参观
者们制作竹草小船。在他身边，是他
最得意的作品——竹草帽、竹草篓子
和茶盘，皆由多层竹草编织而成，内
有坚硬的竹草支撑，外有更加柔软的
竹草组合成各式各样的花纹。“你用
手敲，非常牢固！”汤何佳骄傲地向参

观者们展示。
在汤何佳的对面，是定家湾茶果

的摊位，即将成为该项非遗第三位传
承人的何永凤正在小心翼翼地把红
糖糕切成小块，分给参观者品尝。紧
挨着红糖糕的，是造型可爱的南瓜豆
沙糕，也是该摊位的“明星产品”。在
形似南瓜的金黄色表皮里，甜而不腻
的豆沙刺激着参观者的味蕾。“想不
到外形这么精美的糕点，不仅有颜
值，还有如此好味道！”一位参观者惊
讶地说。

品尝完定家湾茶果，带着满嘴甜
蜜，不少参观者又被茶果摊位对面的
金湾文旅路线推荐所吸引。在背景
墙上，有5条金湾区文旅路线展示，包
括适合“遛娃”的研学科普人文游路
线、适合放松身心的温泉养生滨海游
路线、极具金湾特色的乡村精品探寻
游路线、适合短途出游的城市公园休
闲游路线以及时下热门的露营浪漫
体验游路线。

“目前短期户外出游如乡村旅

游、徒步露营、滨海旅游等都是目前非
常热门的出游方式，因此金湾区按照
市民的出游习惯，结合金湾区的旅游
资源推出了这5条精品路线。”金湾
展位讲解员、金湾区融媒体中心主持
人付玥介绍说，5条路线涵盖了金湾
区丰富的海洋、森林、人文景观资源，
每条路线的主题和游览点位各不相
同，为市民游客品味金湾文化、畅享金
湾风光、感受金湾发展提供了丰富的
选择。

看了文字介绍迫不及待想要一
览金湾风光的参观者都会注意到，
背景墙右侧有一个多媒体展示台，
电子屏里是林伟民与中国早期工
人运动史迹陈列馆、金山公园、中
心河湿地公园等5条文旅路线中的
景点导览。而如果拿起展示台上
的 VR 眼镜和控制手柄，参观者便
可以更加身临其境地感受主要景
点的魅力。

戴上VR眼镜，参观者便从珠海

国际会展中心瞬间“穿越”到了金湾航
空新城，从天空俯瞰，中心湖、“双子
塔”、市民中心和远处的“金湾情侣路”
一览无遗，用手柄控制参观的方向，
还可以去往南水镇的宝镜湾摩崖石
刻，看到千年以前南越先民们刻下的
古老符号。不少参观者在体验了虚
拟现实金湾游之后表示，自己本来就
对宝镜湾摩崖石刻有所向往，现在更
加想要真正去到实地感受金湾过去的
历史了。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
情。”一位参观者在珠海国际会展中心
金湾展位的飞花令活动中脱口而出。

“恭喜您对完三句带‘花’字的古诗词，
成功带走我们的书籍盲袋！”飞花令摊
位的3位小摊主一边将印有“到金图
去”的环保布袋交给参观者，一边送上
祝贺。

这3位飞花令摊位的摊主是金湾
区华丰小学的学生，由于前不久在金
湾区飞花令大赛中获得了冠军，便受
金湾区图书馆的邀请，身穿汉服，来到
展位担起与参观者们互动玩飞花令的
工作。而在小摊主们送出去的书籍盲

袋中，都是金湾区图书馆精心挑选的
书籍，“我拿到的是《银河系边缘的小
失常》，是我以前没听说过的一本书，
翻了一下发现非常有意思，感谢金图，
选书有心了！”一位获得盲袋的参观者
高兴地说。

为了方便更多市民感受书香氛
围，金湾区还设了多个分会场，在金湾
区图书馆分会场，阅读活动同样精彩
不断。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蒋述卓教
授在这里与大家讲述了城市的创意与
审美，敦煌艺术教育家、画家史敦宇分
享在敦煌成长的故事与敦煌壁画技
巧，“中国最会讲故事的人”“鸟老师”

向华给小朋友们进行生动诙谐的绘本
故事分享，还有飞机航模制作、“金图
姐姐讲故事”、粤语课堂、马赛克杯垫
手工DIY、青春无限的金湾区高校毕
业生作品联展……此外，在三板村服
务点分会场，金湾区图书馆也开展了

“金图姐姐讲故事”、陶艺泥塑活动这
些有趣好玩的阅读活动，带给孩子们
不一样的阅读体验。

值得一提的是，为满足广大读者
多元化、个性化的阅读需求，金湾区
图书馆还打破传统图书采购方式，将
阅读活动推广到繁华商圈，送阅读服
务到市民身边。8月20日晚上，金湾

区图书馆在金湾华发商都为读者们
带来了“无限畅阅——你选书，我买
单”纸电资源进商圈阅读推广活动。
读者们在现场进行了图书借阅的“私
人订制”——选出自己心仪的图书，
经由金湾区图书馆现场买单，进行现
场编目加工后，当场就能借走。如果
没选上合适的图书，读者还可以在现
场填写荐购书目，向金湾区图书馆推
荐自己所需图书。如此零距离、零等
待、零费用的阅读服务，获得了读者
们的好评，现场的贴心数字资源指导
教学、精美的小礼品也让读者们收获
满满。

本报讯 记者何锬坡 金璐报道：“美
术老师的教学往往是超出绘画技法之外
的，对于他们来说，‘美育’才是更大的课
题。”8月23日，金湾区大海环小学办公
室主任、2020年珠海援藏美术教师严海
亮接受记者专访，讲述了自己从西藏米林
县回到金湾后，为大海环小学设计校园文
化的故事。

大海环小学原是平沙实验小学的一
个教学点，由于地处偏远，生源较少，长期
以来不论是教学硬件设施还是师资力量
都较为薄弱。“2019年我来到大海环教学
点的时候，办公室和工作室还是在集装箱
里。”严海亮说。2022年，大海环教学点
正式成为一所独立小学，老师们看到了改
变学校环境的机遇，同时也感受到了“白
手起家”创建崭新校园的压力。对于担任
办公室主任的严海亮来说，承担起打造校
园文化这一抽象任务的大部分工作，更是
让他有好一阵子都寝食难安。

幸运的是，早在2020年严海亮赴西
藏支教之前，大海环教学点校长方海燕就
给他下了任务——从西藏回来时要带回
一份大海环小学校园文化的设计提纲。
正因如此，在西藏每周上16节课，还建
立了公益绘画工作室、开展了米林小学
首届书画展的严海亮，同时也不断地思
考和观察，什么才是大海环小学校园文

化的突破口？
雪域高原上的整整1年半终于给了

严海亮答案。“我在西藏受到的最大触动，
就是孩子本身对于美好事物的渴望。”严
海亮说。据了解，严海亮曾出资出力在米
林县彩门村创建“石头画语”工作室，没有
任何强制性的学习要求，却每周都有孩子
们守在工作室门口，等待开门。一些从出
生开始就没拿过画笔的孩子，同样表现出
了丰富的想象力。“他们从在石头上画画
的过程中创造力被激发、感受到了快乐，

‘美育’二字一下子变得具体了。”严海亮
解读。

从雅鲁藏布江边回到金湾区后，在校
长的大力支持下，严海亮便和教师团队一
起正式开始了将抽象的校园文化具象化
的工作，设计出了象征着学生“德、智、体、
美、劳”与教师“德、能、勤、绩、廉”的五环
logo、5个小水滴造型的吉祥物、“全面发
展，扬帆启航”的校训以及“知书达理，勤
奋上进”的校风，并且开展第一届校园文
化艺术节、第二届体育节。大海环小学
400多个孩子，就这样在一次次校园环境
的改善和一项项校园文体活动的开展中，

“触摸”到了“美育”，也在“美育”的参与中
用个体之美成就着校园之美。

“今年以来，学校师生面貌已有明显
改观，大家的对集体荣誉感和归属感有了
全新的认知。”严海亮表示，接下来，大海
环小学的老师们还将进行校园文化制度
建设，希望能够把logo和校风校训里强
调的价值观通过合理的评价机制，更好地
渗透到师生们的校园生活中去。

最美金湾人教师代表严海亮：

从雅鲁藏布江边
回到金湾的“美育设计师”

本报讯 记者何锬坡 金璐报道：“世
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伴随着甜美的
童声合唱，金湾区图书馆的图书馆奇妙夜
在8月22日上演，前不久参加了2022年
金湾区“感知珠海·文化游学”暑期夏令营
暨爱心托管班（试点）活动的小朋友们，正
在这里进行汇报演出，展示夏令营期间的
所学所得。

据了解，金湾区“感知珠海·文化游
学”暑期夏令营暨爱心托管班（试点）活动
由金湾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金湾区总
工会主办，由金湾区图书馆承办。在5天
夏令营期间，金湾区图书馆整合珠海市的
优质的公共文化资源，围绕历史文化、城
市发展、自然探索、绘本阅读、戏剧感知、

航空科普等主题，打破传统的阅读研学，
打造“行走的课堂”，除了在馆内开展中华
文化戏剧体验课、益智学堂、金图姐姐讲
故事等丰富多彩的阅读活动，还先后带着
小朋友们走进珠海博物馆、三板“鹭鸟天
下”湿地公园、绿手指有机农园去体验学
习。

金湾区图书馆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
来，金湾区图书馆将进一步探索公共文化
服务的方式与内容，充分利用公共文化资
源，积极调动社会各界力量，推出更多内容
更丰富、群众更喜爱的文化服务与产品，不
断总结巩固有益做法，形成金湾特色文化
服务品牌，在提升金湾软实力的同时，让更
多的群众参与并分享到文化福利。

本报讯 记者何锬坡 金璐报道：近
日，平沙镇前进社区结合“民生微实事”项
目，将位于前进社区九顷七队、九顷四队
的两块闲置地改造为休闲公园，目前公园
验收及格并投入使用，不仅美化了社区环
境，还满足了群众的休闲、锻炼需求。

走进九顷七队休闲健身小公园，原本
荒废破旧多年、随地可见杂物和垃圾的闲

置地已摇身一变，变成一个干净整洁的休
闲健身公园，分为文明建设宣传区、休闲
娱乐区与健身活动区。家住九顷七队的
芳姨表示，“这里以前都是一片杂草丛生
的荒地，如今大家白天都可以来这里锻炼
一下身体，打打乒乓球，晚上跳跳广场舞，
我们都很开心。”此外，在九顷四队新村的
休闲公园里，昔日杂草丛生、杂物堆积的
卫生死角也被因地制宜改造成了小菜园、
小果园、小花园和小公园。

前进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
社区将继续听取、收集居民的意见建议，
努力为群众解决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
不断提升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落实“民生微实事”改善人居环境
平沙镇前进社区两块闲置地变公园

亮点三：

各会场精彩不断 图书馆福利放送

亮点二：

虚拟现实玩“穿越”文旅路线齐亮相

亮点一：

传承人现场演绎 非遗文化受热捧 创文化服务品牌 探文化惠民新路
金湾区举办“感知珠海·文化游学”暑期夏令营

金湾区图书馆的图书馆奇妙夜表演现场。 本报记者 张洲 摄

小朋友在体验三灶剪纸的制作乐趣。三灶剪纸非遗传承人陈洁荣与他展出的巨幅剪纸作品。

三灶竹草编织展位前聚集了不少市民观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