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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家庭穿汉服乐游园
传统节日民俗体验活动在百年愚园上演

观海 APP

知珠侠微信

西部航空公司为河南籍复工人员保驾护航

连续两年提供返珠包机服务

亲子们
身着汉服，
挑着手作的
五彩花灯游
园。
本报记者
钟凡 摄
“元宵节，又称上元节、灯
节，
为每年农历正月十五日，
是
中国的传统节日之一。”
“ 按照
地域传统，元宵节南方吃汤圆、
本报讯（记者何进）2 月 北方吃元宵。汤圆是把馅料包
21 日，行走在古色古香的百 在里面，元宵是馅料滚过糯米
年愚园，亭台楼阁间到处可 粉，
寓意一家人团团圆圆、顺顺
见三五成群身着汉服的“古 利利。
“
”元宵还要点花灯，古人
人”，有人拈花微笑，有人娉 为它赋予了学童开启智慧、求
婷掌灯，犹如置身一场古装 学之路一片光明、家庭添丁等
穿越大剧。当天，以喜迎元 美好寓意”…… 活动一开始，
宵节为主题的“雕刻美好时 九思传统文化推广中心工作人
光”中国传统节日民俗体验 员通过 PPT，为亲子们介绍了
活动在北岭社区愚园举行。 元 宵 节 的 起 源 、历 史 以 及 民
学雕刻、穿古装、掌花灯、乐 俗。随后，工作人员现场展示
游园……主办方将中华传统 版画雕刻和剪纸技艺，帮助亲
文化和元宵节庆相结合，喜 子家庭深入了解版画雕刻技
庆的氛围吸引了社区 20 多 巧、学习手工制作花灯。活动
个亲子家庭踊跃参与。
中，
亲子们依样画葫芦，
对照线
活动由北岭社区党委与 条认真雕刻版画、剪裁剪纸、制
金湾区九思传统文化推广中 作花灯。还在工作人员的引领
心联合主办。主办方设置了 下，身着汉服学习“天揖礼”等
“元宵节知识科普”和“古装 古代礼仪。
游愚园”
两个环节。
最吸引人的，莫过于在百

年愚园中开展的游园活动。当
天，亲子们小手拉大手，身着汉
服，挑着手作的五彩花灯，穿过
园中石桥、古井、凉亭、人工湖、
假山等景点。大家在参观愚园
建筑的同时，
了解北岭风物和历
史文化掌故。一时间，
岭南的婀
娜春风里，
人与故园皆成风景。
“太有意思了！课本上说
的非遗文化、珠海的文物展示，
还有电视剧里元宵节挑灯游园
的场景都一一在身边出现。大
家穿上古装，就像穿越时空回
到了古代。和家人一起亲身体
验 传 统 文 化 ，真 是 太 有 意 思
了。
”
参加游园活动的杨女士高
兴地说。
本次活动从多角度为北岭
社区居民营造出富有文化意
蕴、温馨和谐的元宵节日氛围，
在促进居民交流、融洽邻里关
系的同时，更唤起了居民们对
珠海本土文化的认同感、归属
感。

勇斗劫匪解救遭挟持女店员
快递小哥朱周胜等三人被确认为见义勇为人员
本报讯（记者苏振华）2 22 时 30 分许在被抢珠宝店附
月 22 日，珠海市见义勇为协 近的拱北莲花路步行街一处空
会公布最新一批见义勇为人 置房屋内，合力将抢劫嫌疑人
员，
拱北片区快递员朱周胜等 叶×德抓获，并将其移交给赶
三人勇斗犯罪嫌疑人，
解救遭 到现场的民警处理。
劫持女店员的事迹传为佳话。
经查，犯罪嫌疑人叶×德
2020 年 9 月 28 日 22 时 （男、25 岁），广东省阳西县人，
许，犯罪嫌疑人叶×德为偿 案发前住香洲区南屏东街。其
还赌债，携带刀具进入香洲 对持刀抢劫、挟持人质等犯罪
区拱北一家珠宝店抢劫未果 行为供认不讳，目前已被刑事
后持刀挟持一名女店员。
拘留。
刚好路过的市民朱周胜
事后经审核，朱周胜等三
见此情形，向路边群众借了 人行为符合见义勇为条件，根
一根健身用的臂力棒参与解 据《珠海经济特区见义勇为人
救，并大声斥责嫌疑人叶× 员奖励和保障条例》的规定，
再
德的行为，后嫌疑人叶×德 经公示等程序，他们被珠海市
放下女店员趁机逃跑，朱周 见义勇为评定委员会确认为见
胜与珠宝店负责人一起追赶 义勇为人员。
并大声呼喊其他群众协助。
“当时我距离嫌疑人也就 2
正在拱北口岸市场北一 米左右，外围站了不少群众，
手
门岗亭值班的工作人员江宏 里拿家伙的人不少，估计把他
通和陈明从对讲机得知警情 （嫌疑人）震慑住了。但大家最
后，也立即参与搜捕。两人 担心的还是女店员，
希望她不会

受伤。
”
说起当晚发生的事情，
朱
周胜还记忆犹新。朱周胜是江
西省吉安市人，
现为我市一家快
递企业拱北公司快递员。他告
诉记者，
那天因为临近中秋节的
缘故件量特别多，
他一直派件到
夜晚。等中途停靠打算买瓶水
喝时就遇到了上述事件。
“该出
手时必须出手，
迟一步可能就是
另外一个结局了。
”
朱周胜说，
他
在珠海干快递已经十年，
习惯了
这种奔波在外，
像小蜜蜂一样的
生活，
遇到突发状况也是常有的
事情，他闲不住，总爱出手帮
助。在此之前，
他还有过社区救
火的英勇行为。
据了解，朱周胜是近年来
我市快递行业首位获确认的见
义勇为人员。另外两名见义勇
为人员，江宏通，男，福建省龙
岩市人；陈明，男，湖南省安乡
县人，他们都是拱北地区综管
队员。

本 报 讯（记 者 陈 新 年）
22 日上午 8 时 28 分，随着西
部航空 PN6243 次郑州-珠
海的返岗复工包机航班抵达
珠海机场，春节后又有 178
名来自河南郑州的返岗复工
人员回到了自己奋斗的岗
位。据悉，这是西部航空进
入珠海航空市场后连续两年
为河南籍返珠复工人员提供
包机服务。
珠海作为粤港澳大湾区
重要节点城市之一，城市建
设和经济发展吸引了大量的
外来奋斗者。春节之前，多
数在珠海打拼的务工人员选
择了“就地过年”，但也有部
分务工人员因家庭特殊情况
选择了回老家过春节。为全
力确保珠海快速复工复产，
西部航空积极做好航班安
排、运力调配和机组资源备
份，在按照疫情防控要求做
好各项规范的防疫消毒措施
的同时，协同郑州机场为返
珠复工旅客开辟了企业复工
复产绿色通道，开设 2 个专
属值机柜台以及 2 条专用安
检通道，引导务工人员保持
安全距离，依次排队通过安
检，保障务工人员便捷乘机。

据西部航空公司有关工作
人员介绍，随着珠三角地区的
快速发展，西部航空 2008 年 1
月份首次开通重庆往返珠海的
航线，随后又开通了郑州往返
珠海、合肥往返珠海、西宁-合
肥-珠海、昆明往返珠海的航
线。尤其是去年春节之后，受
疫情影响，为了服务珠海复工
复产，西部航空首次为 800 多
名河南籍返珠复工人员提供包
机服务。
西部航空公司有关工作人
员表示，结合去年疫情期间的
保障经验，今年 1 月份，西部航
空就提前规划了复工包机航线
及包座产品等个性化出行解决
方案，全力支持各岗位劳动者
安全、迅速地返回工作岗位。
根据售票统计，今年春节后郑
州至珠海的复工包机航班有 3
个，航班时间分别为 21 日、22
日、23 日，3 个航班的复工包机
人员累计 503 人。
22 日上午 9 时许，刚刚走
出珠海机场的彭先生称，他是
格力电器的一名职员，这次乘
坐包机回到珠海，不仅享受到
了快速便捷的航空服务，更是
降低了沿途病毒感染的风险，
也让家人少了一分担心。

万山边检站积极应对节后返工高峰

确保渔民随到随检快速通关
本报讯（记者许晖）2 月
18 日至 21 日，万山边检站
迎来节后港澳流动渔船渔民
返工高峰，在为期 4 天的港
澳流动渔船渔民专项查验勤
务工作中，万山边检站共查
验 港 澳 流 动 渔 船 近 150 艘
次 ，查 验 港 澳 流 动 渔 民 近
600 人次。其中，2 月 20 日，
万山边检站单日查验港澳流
动渔船 61 艘次，查验港澳流
动渔民 222 人次，创今年以
来单日验放历史新高。
春节假期之后，根据万
山区政府的疫情防控政策以
及港澳流动渔船渔获交易的
相关规定，2 月 18 日起，大
批渔民从珠海市各海岛以及
周边地区陆续汇聚到桂山
岛，踏上了他们节后的返工
出海之路。
“我家在雷州市，
跟家人
过完春节之后，大年初五下
午我就从家里出发了，今天
刚到桂山岛。”
刚刚办理完成
出境查验手续的胡先生告诉
记者，
“ 我本来以为，由于疫
情影响要在这里耽搁几天，

结果今天刚到就接到通知可以
办理出境手续了。我带着提前
做好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整
个检查过程很快，我们 6 个人
一起过来的，5 分钟之内手续
就办完了。对我们来说，早登
船一天，就多赚一天的钱。”胡
先生向万山边检站执勤民警竖
起了大拇指。
据万山边检站站长于生俊
介绍，为应对节后港澳流动渔
船渔民返工高峰，万山边检站
成立了专项勤务工作小组，积
极与市流渔协会、海事等部门
进行沟通，提前掌握每日计划
出行的渔船、渔民数据，
部署调
配警力向执勤一线倾斜，尤其
是在出境方向，安排了充足的
执勤警力进行支援，并将执勤
人员分为 3 组，
进一步顺畅各环
节之间的衔接，全力确保通关
环境的高效便捷。同时，为了
保证乘坐夜间航班前往桂山岛
的渔民能够第一时间办理查验
手续，万山边检站特别部署了
警力进行夜间执勤，执勤民警
每日坚持在岗超过 10 个小时，
确保渔民随到随检，
快速通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