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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灏菀 陈秀岑 见习
记者伍芷莹报道：澳门标志性建筑“大三
巴”现身街头、“擎天柱”化身澳门旅游宣
传大使、零距离感受澳门格兰披治大赛
车……8月28日下午，由澳门特别行政
区政府旅游局主办的“感受澳门 乐无
限”大湾区巡回路展首站在珠海奥园广
场拉开序幕，向珠海市民和游客介绍澳
门丰富多元的旅游元素。据悉，此次路
展活动持续两天，旨在吸引更多大湾区
旅游消费客群，提升毗邻客源市场对澳
门旅游的信心，促进澳门旅游业复苏。

澳门旅游推介“大篷车”开进珠海

本次路展活动的主舞台是别具特色
的“擎天柱”大篷车，融合了澳门旅游特
色元素。车身的LED屏循环播放着“感
受澳门 乐无限”的精彩活动以及澳门旅
游推广短片，舞台区不间断为观众带来
歌舞、魔术表演，热闹非凡。

记者在现场看到，路展活动另设有
澳门六大综合旅游休闲企业互动打卡主
题区、儿童游玩区等多个澳门特色旅游
板块。路展还有打卡集章、幸运大抽奖
活动，现场参与路展活动的人士集满10
个章可换取澳门文创纪念品一份，如符
合资格使用澳门酒店五折券下单购买澳
门旅游产品，即可获赠面值50澳门元的
澳门通卡一张。

澳门旅游吉祥物“麦麦”也出现在现
场与群众互动拍照，让群众多角度感受
澳门的城市魅力。参加路展活动的居民
黄女士表示：“在这里我了解到澳门许多
有意思的地方，也想来看看这里有什么
优惠，有机会带家人一起去澳门游玩。”

此外，本次巡回路展活动除了宣传
和销售澳门旅游产品外，还特意连线横
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中山及珠海的旅游
资讯和产品，加大推广“一程多站”的力
度，增进粤港澳大湾区各地客源流动。

据永利度假村（澳门）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兼常务董事陈志玲介绍，游客可以
透过路展活动，根据自己的喜好定制专

属美食、艺术等方面的旅游路线。

走访大湾区9个城市

记者了解到，从8月至12月期间，澳
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旅游局将与澳门旅游
休闲企业、内地电商平台和线上旅行服务
商等，共同走访珠海、中山、深圳、广州、肇
庆、惠州、江门、佛山和东莞9个粤港澳大
湾区内地城市并举行巡回路展。线下活
动与线上推广相结合，加大宣传力度。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旅游局同步通
过多个线上平台，包括微信、微博、抖音

和小红书等，推出系列短视频及贴文宣
传，并与电商及线上旅行社加强合作，结
合“感受澳门 乐无限”月月精彩，加推酒
店和机票优惠，打造系列营销活动。

据悉，自8月初澳门、珠海恢复正常
通关以来，赴澳门游客规模逐渐回升。
数据统计显示，8月15日至21日澳门入
境游客超过10万，同比上涨25%。据澳
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旅游局副局长程卫东
介绍，疫情期间，大湾区游客占澳门客源
市场超过70%，旅游业“走出去”需要和
大湾区进行深度合作。“希望我们能借此

活动机会与有关部门深入沟通，提出一
些有益的合作机制，让澳门和大湾区各
城市形成旅游资源互补。”

今年下半年，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
旅游局将继续联动文创、体育、美食、科
技等元素，提升盛事节庆旅游体验。大
湾区巡回路展的第二站将于9月3日至4
日登陆中山。9月8日至12日将举行今
年首个“澳门周”——“山东·青岛澳门
周”大型路展，向当地居民及游客展示澳
门的旅游、商贸、文化、文创、体育及娱乐
等特色元素。

□本报记者 王晓君 实习生 林浩

今年暑假即将结束，横琴粤澳深度
合作区的中小学生们度过了一个丰富多
彩的假期。有的人积极参与劳动实践活
动，有的人外出游览观光、开阔眼界，有
的人在学习、运动中提升自我……在满
满“行程”中，不少同学解锁了“新身份”，
挖掘自己的兴趣，度过了充实而有意义
的暑假生活。

投身志愿服务争做文明小卫士

横琴一小学生龙骁豪度过了一个普
通却不平凡的暑假，他成为了社区志愿
者队伍的一员，与社工们一同参与社区
垃圾分类科普宣讲活动。穿上志愿者红
马甲的龙骁豪化身讲解员，向社区居民
科普垃圾分类知识，还与社工们一起带
领社区的小朋友将旧肥皂“变废为宝”，
制作成新的皂基。“看着大家捧着新皂

基、收获了满满的垃圾分类知识，我觉得
再累都值得，同时更坚定了自己爱护环
境的决心。”龙骁豪说。

首都师范大学横琴子期实验小学学
生王芊浥在社区志愿服务中负责看护低
年级小朋友。爱好棋类游戏的她向小朋
友们讲解国际象棋和跳棋的规则，并与
大家一起切磋交流。

横琴一中学生林睿政在7月30日的
日记中写道：“今天，是难忘的一天，我去
当志愿者了，清洁了公交候车亭。”在日
记中他提到，与其他志愿者一起用了两
个多小时将道路两侧的候车亭清理干
净，路过的市民都为他们点赞：“擦得真
干净！”林睿政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助力
珠海文明城市建设，让大家看到更加美
丽的珠海。

首都师范大学横琴伯牙小学学生杨
童尧和爸爸一起清理路边的障碍物树
枝，帮退休伯伯整理好门前的木头，用双

手美化城市环境，得到了路人的赞扬。

自我提升助力成长

作为一个出生在广东的东北人，
来自横琴一小的温鑫然从未见过北方
的冬天，但一直向往冰雪。这个暑假，
她来到广州的一个室内滑雪场参加滑
雪夏令营。从初学滑雪时不断摔跤到
逐渐掌握平衡，领会到滑雪的乐趣，再
到自如转换雪板的前刃和后刃，温鑫
然明白了“摔倒不可怕，只要能勇敢站
起来就有机会成功”。

横琴一中的宋睿哲一直很敬佩专业
的水上救生员，也想成为“可以守护他人
安全的人”。这个假期他报名参加了水
上安全教育课堂，在泳池实操训练中学
习水上救援，学会了在水中自我保护的
知识，还初步具备了救助他人的能力。

横琴一小的魏三二在姐姐生日那天
第一次尝试自己做蛋糕。在妈妈的指导

下她将原材料混合在一起不停搅拌，最
后将呈糊状的半成品放进烤箱。新鲜出
炉的蛋糕香气飘满了屋子，同时也给姐
姐带去了惊喜。

游览观光开阔视野

首都师范大学横琴子期实验中学的
周国豪利用假期，与父母到湖北省龙王
峡体验漂流。在河流中顺流而下，他与
时而平稳时而湍急的河水“亲密接触”。
高大的山峰倒映在河面上，在漂流途中
看到的美丽风景，让他不禁暗自感叹“这

‘依山傍水’的环境令人心旷神怡”。
同样来自子期实验中学的项维堃

选择在家门口观光游览。暑假中的一
个周末，他和家人一起前往珠海博物馆
参观。这次博物馆之旅令他印象最深
刻的是珠海先民众志成城抗击海盗的
历史，此外他还了解了珠海本土名人的
事迹，收获了满满的知识。

帮助他人、提升自我、开阔眼界

暑假即将结束 合作区学生收获满满 本报讯 记者李灏菀 实习生
李美琪 通讯员周宇澄报道：8月
26日，珠海大横琴发展有限公司
在横琴·澳门青年创业谷举办“液
态活检人工智能助力肺部结节良
恶性诊断”第78期高层次人才交
流会暨周五红茶会。

本次交流会邀请珠海横琴圣
澳云智科技有限公司产品开发部
总监、肿瘤液态活检境外研发机构
负责人叶莘为主讲人。在活动现
场，叶莘围绕人工智能技术在肺癌
诊疗中的应用，探讨了人工智能与
生物技术跨界结合的可能性。

谈及如何实现肺癌早诊，叶
莘认为，肺结节的精准诊疗与科
学管理尤为重要。仅凭单维度的
影像检查，很难及时、准确地对肺
部结节做出科学的诊断定论。

近年来，人工智能在医学影
像学领域，尤其是在肿瘤影像中
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在肺癌早期
诊断中，通过采用自主研发的肿

瘤液态活检技术，可以实现人工
智能的赋能。”叶莘认为，相较于
依赖专业检测设备及人员的传统
组织活检，液态活检的侵入性低、
操作简便、成本较低、检测速度
快，在减小诊断偏差的同时，也能
及时地反应肿瘤发展的动态变
化，其实现载体也更加灵活。被
问及液态活检技术的发展现状，
叶莘说道：“目前液态活检在靶向
药物伴随诊断领域的技术已经相
对成熟，国内技术研发的进度接
轨国际，且拥有更为丰富的临床
资源。”

据悉，该肿瘤液态活检技术
目前已被珠海、广州、深圳等地的
多家三甲医院采用。“通过与各大
医院深入合作，充分对接其优质
医疗资源，打造可移动式肺癌早
筛服务站，针对高危人群开展肺
癌早筛早诊早治活动，可以让这
项诊疗一体化技术造福更多人
群。”叶莘介绍道。

人工智能如何赋能肺癌早期诊断？
横琴高层次人才交流会举行

本报讯 记者李灏菀 陈子怡
报道：近日，横琴新家园社区联合
澳门街坊会联合总会广东办事处
横琴综合服务中心及AHA港澳
青年孵化中心，共同举办“睦邻互
助·琴澳共融”澳门居民联谊会。
活动通过分享经历、互动答疑等
环节，搭建交流平台，帮助澳门居
民更好适应、融入横琴生活。

越过濠江，跨过关口，择“琴”
而栖会有怎样的感受？联谊会现
场，社工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吉祥物“琴丸子”公仔作为媒介，
帮助参与者完成自我介绍，随后
邀请澳门居民分享个人在横琴的
生活经历。他们有的刚从澳门来
到横琴，觉得横琴空间大、景色
美；有的分别在澳门和横琴生活
了多年，习惯了经常在两地来往，
在他们眼中，琴澳不分彼此、已是
一家……琴澳两地生活的共同经
历拉近了参与者们的心理距离，
不少居民还分享了一些在横琴生
活的经验和趣事。

随后，新家园社区党委书记、
居委会主任黄少文为参与者讲解
社区职能，并与居民互动、答疑解
惑。现场不少居民围绕横琴规
划、珠海社保申请、儿童及青少年
活动空间等进行提问，黄少文为
大家一一解答，并表示大家提供
的意见和建议将会作为相关部门
进行政策研究的素材、成为横琴
未来建设的重要参考。

澳门居民有所想、有所言，
畅谈自己对横琴未来生活的规
划，在活动中逐渐增强对横琴的
归属感和参与感。有活动参加
者表示：“参与这次活动不仅能
认识更多澳门同胞，同时也能增
加对社区服务、横琴规划的了
解，感觉与横琴之间的关系又进
了一步。”

据悉，未来，澳门街坊会联合
总会广东办事处将继续与社区共
同开展此类联谊活动，促进在横
琴生活的澳门居民之间的沟通交
流，以点带面促进琴澳融合。

横琴新家园社区举办主题联谊会

助力澳门居民融入横琴生活

本报讯 记者李灏菀 陈子怡报道：
8月28日上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
旅游部2022年度内地与港澳文化和旅
游交流重点项目——“第七届澳门国际
荷花书画作品展粤港澳大湾区巡展”
（珠海站）在中国紫檀博物馆横琴分馆
举行开幕仪式，本次巡展由赏心堂（澳
门）书画会举办，展出全国各地艺术家荷
花题材书画作品近百幅，以多样作品展
现荷花之美，并以珠澳两地文化艺术持
续发展为主题举办研讨会，展现澳门文
化面貌，推动大湾区艺术交流。

据赏心堂（澳门）书画会会长刘富业
介绍，澳门一直以来被称为“莲花宝地”，
荷花是澳门的象征。澳门荷花书画展已
在澳门举办了十余载，今年是首次走进
内地。展览将跟随“感受澳门 乐无限”
大湾区巡回路展，在珠海、广州、江门及
东莞等大湾区城市进行巡展，以此促进
城市间的艺术合作，展现澳门文化面貌，

同时加强大湾区各个城市的文旅信息交
流，推动澳门文化旅游发展。

记者在现场看到，此次展出的荷花
题材书画作品既有泼墨写意和白描工笔
的国画，又有以题字、诗赋为主要内容的
书法。不同形式、不同内容的作品均表
达着对荷花的热爱，诠释荷花蕴含的正
能量，展现荷花之美，为市民和游客带来
一场艺术盛宴。

开幕式结束后，活动还以珠澳两地文
化艺术持续发展为主题举行研讨会，围绕
如何加强珠澳两地艺术交流、推动横琴艺
术城市形成、助力澳门文旅发展等问题展
开探讨，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
联络办公室宣传文化部处长白冰、澳门特
别行政区政府旅游局副局长程卫东及珠
澳两地艺术家参加研讨会。

据悉，“第七届澳门国际荷花书画作
品展粤港澳大湾区巡展”（珠海站）展览
将持续至9月6日。

荷香扑面！百幅荷花书画作品亮相横琴
“第七届澳门国际荷花书画作品展粤港澳大湾区巡展”正式开幕

本报讯 记者郑振华报道：为
进一步提高青少年对毒品诱惑的
警惕性，加强琴澳青少年识毒、防
毒和拒毒能力，8月27日，在省
委横琴工委党建工作处指导下，
横琴青年之家联合小横琴社区团
支部、珠海彩虹桥社工服务中心，
在小横琴社区开展“青春无毒，筑
梦未来”禁毒宣传教育活动。

活动伊始，社工通过破冰游
戏“一元五角”拉近青少年间的距
离。“同学们，你们知道我国历史
上第一位禁毒英雄是谁吗？”“林
则徐。”同学们争先恐后地回答
道。

紧接着，社工通过发放宣传

手册、PPT演示、视频播放等直观
易懂的方式向青少年详细讲解我
国的禁毒史、毒品种类有哪些、毒
品带来的危害、如何拒绝毒品等
内容。

为让青少年充分认识到毒品
的危害性，社工带领青少年一起
画禁毒宣传画。不一会，一幅幅
栩栩如生的画作映入大家眼帘。

横琴青年之家有关负责人
表示，本次活动的开展有助于让
琴澳青少年树立“生命宝贵、健
康至上”的理念，充分认识到毒
品的危害，增强拒绝毒品的决
心，为营造全民禁毒的良好氛围
出一份力。

横琴青年之家开展禁毒宣传活动

琴澳青少年共筑无毒青春梦

本报讯 记者郑振华报道：为
进一步提高青少年儿童防溺水的
安全意识、增强溺水自救能力，严
防溺水事故的发生，8月27日，
由横琴新家园社区党委、新家园
社区妇联主办的“珍爱生命，谨防
溺水”暑期安全宣传教育活动开
展。活动邀请了珠海海事局的讲
解员，通过观看防溺水警示教育
片、讲解防溺水安全理论知识及
室外模拟游泳溺水的急救技能等
形式，为社区近30名琴澳亲子家
庭成员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安全
教育课。

活动伊始，珠海海事局讲解
员以具体事例为切入点，用丰富
有趣的动画片、通俗易懂的图片、
趣味互动问答等形式，充分调动
社区青少年儿童学习的积极性，

带领亲子家庭一起学习如何预防
溺水、如何自救等，告诫孩子们不
要私自下水游泳。同时，讲解员
还指出了一些施救误区，并讲解
正确的施救方式。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一个大型
游泳池模拟落水施救情景，指导社
区青少年儿童进行正确穿戴救生
衣、溺水急救措施等情景模拟演
练。整场活动讲练结合，琴澳青少
年儿童踊跃参与，在知识讲解及现
场模拟演练中掌握自救、互救、他
救的方法，锻炼遇到紧急情况时的
应变能力和实际操作技能。

一名参加活动的家长表示：
“这次活动不仅提醒了我们家长
要重视孩子的安全教育，也增强
了我们家长关注青少年、保护孩
子安全的意识。”

横琴新家园社区开展防溺水安全宣传教育活动

琴澳亲子家庭共上安全教育课

在珠海沉浸式“游”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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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旅游推介大篷车。 本报记者 曾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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