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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菜礼、点朱砂、留脚印……

开学啦！合作区各学校花式迎新

□本报记者 王晓君 陈子怡
实习生 林 浩

9月1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11所
教育机构迎来了1651名新生。开学当
天，在合作区多所学校门口，家长有序护
送孩子到校，多名高年级学生、老师、后
勤人员等在校门口为学生做引导工作。

舞龙表演、点朱砂启智、留脚印……
暑假结束，为迎接学生回归校园生活，各
学校精心准备了许多好玩的开学活动。

今年暑假期间，横琴中心幼儿园进
行了外墙翻新，“穿上新衣”的幼儿园欢
迎孩子们回归，为孩子们营造了一个更
加安全、卫生、舒适、有趣的环境。为了
让新入园的190多名新生更好地适应幼
儿园生活，该幼儿园不仅提前安排了新
生家长会和新生见面会活动，还开展“新
生适应计划”，邀请家长在9月1日、2日
入园陪同。庄重的升旗仪式、幼儿园7岁
生日庆典、新旧班级授予班牌仪式以及
现场互动游戏，小朋友们和老师在热闹
的开学典礼中开心地拥抱新学期。

首都师范大学横琴子期实验幼儿园
为每个入园的孩子都开展了核酸检测，
开学当天还举办了充满趣味的游园会活
动。活动中，孩子们有的在巨大画布上
作画，有的在走廊上玩迷你保龄球，有的
在制作徽章，还有的在纸灯笼上彩绘，玩

得不亦乐乎。据悉，为了给孩子们创造
更优质的学习环境，新学期该幼儿园启
用了一个公共积木区、一套滑梯、四间特
色教室等，另有一间绘本馆正在规划中。

早上7时30分左右，首都师范大学横
琴伯牙小学学生走进学校，在老师的指引
下在签名牌上写上名字，并贴在签名墙
上。走进班级前，孩子们在纸上留下红色
的脚印，学校陶艺老师将会把这些脚印做
成石膏脚印，展示在学校的“脚印墙”上，
记录孩子们每年的“一步一个脚印”。随
后，学校老师在开学典礼中为学生们点朱
砂启智，赠送书籍，寓意孩子从此开启智
慧、眼明心明。伯牙小学今年新入学的外
籍双胞胎姐妹于佳宝和于佳贝对于能从
外地到珠海上学感到非常开心，她们觉得
这里环境非常好，成为小学生后她们将好
好学习，长大了当画家、科学家。

迎接横琴第一小学学生的不仅有老
师和同学们关切的问候，还有老师们提
前用气球和糖果精心布置的教室，这份
开学惊喜让不少学生直呼“太开心了”。
随后，孩子们聆听了“开学第一课”，接受
爱国教育和安全教育。

在首都师范大学横琴子期实验小学
门口，迎接新学期的学生们排着队走进
校园，并对站在校门口迎接的老师鞠躬，

“老师好！”“早上好！”一声声稚嫩的问候
此起彼伏。10时30分，学生们在开学典

礼上合唱《澳门对面是横琴》，老师为学
生们发放录取通知书。班主任将孩子提
前准备好的信件投递到“时光邮筒”，待
孩子毕业典礼之时再拿出来回顾，活动
现场气氛热烈。

首都师范大学横琴子期实验中学为
学生们精心准备了许多开学“惊喜”，希
望将“开学日”变成学生心中的“纪念
日”。精彩的舞龙表演气势磅礴，迎接每
位回归校园的学生。每一位入校的学生
都可以领取一张明信片，写下开学寄
语。七年级新生刘桐彤在学校开展的趣
味抽奖活动中抽中了“头等奖”——“恭
喜你！获得与校长共进晚餐机会一次！”
除此之外，学生们还有机会抽到祝福语
等趣味奖券。澳门籍新生冼晞彤在升入
初中前一直在澳门读书，入学第一天，学
校开展了丰富有趣的开学活动让她紧张
的心情放松不少，令她对未来的学习生
活充满了期待。

在横琴一中学长学姐的掌声中，新
入学的七年级“萌新”们依次进入典礼现
场，向学长学姐行拱手礼，学长学姐回
礼。古代凡始入学，须向先师行释菜之
礼，是自古两大祭祀先师仪典（释奠礼与
释菜礼）之一。在横琴一中开学典礼中，
由学生代表向教师“释菜”，借助礼品所
象征的含义，树立敬畏之心与勤学之志，
学生向精心呵护及培育自己的老师恭恭

敬敬行传统的拜师礼，教师回礼。
为了更好地筹备新学期，珠海哈罗

礼德学校的教职员工们于8月中旬提前
返校，进行了为期一周的教学与安全培
训。开学当天，学生们早早来到学校门
口排队，按照标准进行防疫检查后入
校。长假后返校的同学们久别重逢、两
两相拥，新入学的学生们也非常兴奋地
加入这个全新的集体。在入校晨会后，
学生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开始入校后的第
一堂课，分享暑期的快乐，启动新学期的
计划。

新学期的第一天，横琴华发容闳学校
的学子们在中英双语升旗仪式中开始全
新的一天，开启研学百问新征程。朱砂启
智，孩子从此是容闳学校的一分子，额头
正中点红痣，从此眼明心明，认真念书。

据悉，目前，合作区共有11所教育机
构，其中公办学校7所（含小学3所、初中
2所、幼儿园2所）；民办教育机构4所（含
幼儿园 1 所、九年一贯制学校 2 所、培训
机构1所）。全区在读学生6128人，其中
澳门学生194人，在合作区就读的澳门学
生较往年同期增长66%。合作区以“办
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目标，全面推进素
质教育，对监护人在横琴工作或居住的
澳门籍学生视同横琴户籍进行招生，并
积极探索澳门教育政策和福利延伸至合
作区。

本报讯 记者钟夏 伍芷莹 实习生
李美琪报道：8月30日，国家电投广东公
司（海外公司）“青帆计划”金牌实习生项
目结业，参与项目的9名粤港澳青年在横
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结束了为期21天的实
习培训。

据悉，该项目自今年6月份启动招募
以来，累计收到来自海内外高校学生申
请552份。经过层层筛选，最终有来自清
华大学、北京大学、澳门科技大学等知名
院校的9名优秀学生入选，入选者专业包
括海洋能源工程、电子信息、金融和法律
等，最高学历为博士。

根据培养计划，9名金牌实习生在导

师的指导下，围绕新能源+、科技创新、商
业实战、企业文化与人力资源等项目课
题开展研究，深度参与国家电投广东公
司（海外公司）在智慧能源领域的创新实
践，目前均已取得优秀研究成果、顺利结
项。

“在参加实习项目之前，我一直不
清楚自己想做什么。来到这里之后，我
发现自己还有很多提升空间，这里的企
业文化也非常吸引我。”澳门城市大学
金融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包梦蛟表示，在
实习过程中她参与了一项低碳项目，
通过 21天不断深入的研究，她对横琴
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希望自己可以

发挥专长，为横琴智慧城市的建设作
出一些贡献，未来我会考虑在合作区
发展。”

据“青帆计划”金牌实习生项目负
责人介绍，该项目有针对性地吸引海
内外重点院校在校生到企业实习，主
动衔接澳门高校开展人才协同培养工
作，为推动合作区产业发展建设储备

“一流队伍”。国家电力投资集团作为
中央直接管理的特大型国有重要骨干
企业，同时也履行了中央企业“稳就
业”的社会责任，起到示范带头作用。

“目前企业已经成功打造特色校园招
聘雇主品牌‘年少有为一起拼’，为粤

港澳大湾区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募
集青年建设者。”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集群加速迈
向世界一流水平，诸多世界500强与国家
高新技术等独角兽企业选择扎根合作区
这片发展热土，在助力澳门经济适度多
元发展的同时，也加速了粤港澳青年人
才在合作区的互动交流与聚集。除了

“青帆计划”金牌实习生项目外，国家电
投广东公司（海外公司）还积极开展多项
人才培训活动，其中“新锐训练营”共集
结了74名来自海内外高校的青年人才，
助力港澳青年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共同
投身大湾区建设。

校企联合“组合拳”，打出人才“磁吸力”

国家电投多项实习项目助合作区培养人才

本报讯 记者钟夏 伍芷莹
报道：9月1日，中国银行广东省
分行“中银科创+”平台首个路演
中心在中国银行横琴粤澳深度
合作区分行正式揭牌成立，合作
区科技创新企业珠海市藤栢医
药有限公司、普强时代（珠海横
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等专家、
代表参加揭牌仪式。

据介绍，“中银科创+”是广
东中行创新推出的科技金融服
务平台，该平台以“搭建平台、
聚力发展”为发展理念，集合商
业银行、投资机构、高等院校以
及政府部门的政策、产品、服务
等资源，致力于服务“实体经
济+科创企业家”“创新链+产
业链”“投资机构+资本市场”，
为科创企业及科技人才提供全
方位全链条全生命周期的综合
金融服务。

其中，“中银科创+路演中

心”是广东中行积极搭建大湾区
科技信贷生态网络，以服务区域
内科创企业投融资需求的路
演平台。作为“中银科创+”平
台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促进区域
内的科创企业形成常态化路演
机制，协助政府做好服务当地科
创企业、招商引资等工作，并加
快科创企业在银行、投资机构的
投融资审批流程。

横琴中行相关负责人表
示，“中银科创+”平台首个路演
中心落地合作区，将有效提升
合作区内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
质量效果，搭建起商业银行与
投资机构间深入交流的桥梁，
并进一步健全多层次金融授信
服务体系。“今后，我们将继续
积极深入探索具有合作区特色
的转型创新协同发展之路，为
实体经济注入源源不断的金融
活水。”

引领科技金融新模式

“中银科创+”平台
首个路演中心落地合作区

本报讯 记者李灏菀 陈秀
岑 通讯员曾康报道：近日，记者
从珠海大横琴股份有限公司获
悉，留留桥提升改造工程已完
工，新增的景观人行桥正式通
行，为天沐河两岸居民跨河通勤
带来更多便利，同时也成为天沐
河上一道亮丽风景线，不断提升
市民群众出行幸福指数。

留留桥取自谐音“6”，意为
天沐河上的第六座桥，长 350
米、宽40米。其所在的中心大
道是贯通横琴南北的主要干道，
南连横琴山隧道，北接横琴隧
道。留留桥主桥于2013年通
车，为了创造更好的景观体验空
间，今年年初启动改造提升工
程，除了增加景观人行桥外，还
包括桥面栏杆、人行道路面、亮
化等附属工程。

改造后的留留桥在桥两侧
新设两个景观平台，由绿坡、雨
棚、木台阶及临水平台组成，供
市民游客登桥观景。绿坡上种

植“横琴欢迎您”立体绿化字，既
能起到隔绝车流的作用，又能提
升主干道路形象。坡顶设置的
雨棚采用了交错镂空的设计手
法，在防台风的同时给人们提供
休憩的场所。

景观人行桥呈半圆形，中
间与加建的观景平台相连，总
长约350米。桥面从两端向中
间逐渐变宽，形如倒映湖面上
的一弯新月。照明灯光融合于
桥体扶手内，在保障桥面照明
的同时，提供安全舒适的步行
体验。

珠海大横琴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相关负责人表示，留留桥
改造部分与主体桥面断开，不
对主体结构进行破坏，结构受
力上互不影响。这部分结构呈
现岛屿造型，与栏杆、灯柱、雨
棚的曲线交相呼应，无论从河
道还是桥上观赏，都可以看到
优美的曲线，给人带来灵动和
美的感受。

留留桥提升改造工程完工

新增景观人行桥正式通行

留留桥景观人行桥。 珠海大横琴股份有限公司供图

▶横琴一中学生
进行释菜礼。

▲横琴第一小
学学生开学。

▲▲首都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
横琴子期实验小学学横琴子期实验小学学
生测温后进入校园生测温后进入校园。。

▲▲首都师范大学横琴伯牙首都师范大学横琴伯牙
小学老师为学生点朱砂启智小学老师为学生点朱砂启智。。

本报记者 曾遥 摄

新华社广州9月1日电 由
粤港澳大湾区音乐家共同演奏
的《千里江山》交响音诗，8月31
日晚在广州星海音乐厅奏响，
拉开了第二届粤港澳大湾区文
化艺术节的帷幕。

本届艺术节于8月31日至
9月30日举行。艺术节整合粤
港澳优质文化艺术资源，通过
城市联动的方式，在大湾区11
座城市广泛开展文学、影视、音
乐、舞蹈、戏曲、曲艺、杂技、美
术、书法等领域的合作交流活
动，为大湾区居民献上“文艺大
餐”，共塑大湾区人文精神。

开幕式音乐会交响音诗
《千里江山》，由广州交响乐团、
深圳交响乐团、香港管弦乐团、
澳门乐团音乐家组成的中国音
协交响乐团联盟粤港澳大湾区

节日乐团演奏。该作品由中国
音协交响乐团联盟主席余隆倡
导，作曲家赵麟历时一年创作
完成。作品灵感来源于北宋画
家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以
管弦乐队与笙、琵琶、二胡、钢
琴、竹笛等不同器乐协奏以及
女高音演唱的方式，展现开放
包容、天下一家的胸怀。

本届艺术节期间，大湾区
各城市将共计开展超过150场
文化交流演出活动。粤港澳大
湾区舞台艺术精品巡演、粤港
澳电影交流考察活动、粤港澳
大湾区杂技艺术周、粤港澳大
湾区文学周、第三届粤港澳大
湾区国际音乐季等专项活动将
呈现，11座城市也将分别推出
特色鲜明的文化艺术节目，携
手展现人文湾区新活力。

第二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开幕

150余场文艺活动陆续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