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13日，启动仪式结束
后，与会嘉宾在济南市莱芜
区雪野湖畔参加健走活动。

当日，全国第四届“万步
有约”健走激励大赛在山东
省济南市莱芜区启动。据介
绍，2019年全国约600个区县
的30余万人将直接参与为期
100天的万步健走比赛，共同
践行并倡导健康生活方式。

新华社 发

全国第四届“万
步有约”健走激励大
赛启动

万步健走
相约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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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国家医保局日前
发布《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管条例
（征求意见稿）》，明确对医疗保障基
金使用实行严格监管。此举旨在规
范医保基金监督管理，保障基金安
全，提高基金使用效率，维护医疗保
障相关主体合法权益。

征求意见稿提出，医疗保障行
政部门对医疗保障监督执法机构、

经办机构、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
售药店、协议管理医师药师、参保人
员及医疗救助对象遵守医疗保障法
律法规的情况实施监管，并对监管
方式、监管内容等进行明确。

根据征求意见稿，医疗保障行政
部门根据违法违规情形有权作出警
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数额二倍
以上五倍以下罚款、责令经办机构中

止或解除医（药）师服务资格、责令经
办机构中止或解除医保服务协议、纳
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移送有
关行政部门等处罚。有关行政部门
应当根据违法违规情形给予责令停
业整顿、吊销执业（经营）许可证、吊
销执业资格等行政处罚。对违法违
规的公职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管条例》征求意见

严格监管医保基金使用
维护相关主体合法权益

在横门当地，从小榄渔村、黄圃渔
村、民众渔村、十顷渔村、涌口门渔村等
诸地域性相当明显的地名中，我们不难
看出，这是渔业公社无与伦比的召集力
的“结晶”，也成就了中山渔家“奇特”布
局的特点。1973年，渔业公社成立后，鉴
于行政划分，渔民们纷纷从小榄、黄圃、

民众等地迁徙而来，与当地十顷、涌口
门的“土著”渔民一道生产生活。100人
左右的小榄捕鱼队、70人左右的黄圃渔
业小组同时于1975年迁来横门定居，而
人数更为庞大、达600多人的民众渔业
营迁来的时间则要早一年。

老渔民梁培源就是那时跟着自己

的父亲从民众来到了横门。从此，横门
成了渔港，渔民在这里生根发芽，并在
统一的调度下进行渔业捕捞工作，及
时解决了中山人吃鱼的问题。1986年，
渔业公社改称横门镇，成立横门居委
会，1992年冲口门渔村划出横门镇属
南朗镇管辖，1998年翠亨、南朗、横门
实行3镇合并，横门社区居委会来源于
2001年 12月，行政村调整合并时将原
来的民众、小榄、黄圃、冲口门四个渔
村（人们约定俗成以来之前的所在地
称呼来自不同地方的渔村以示区别）
撤销，实行村改居，并入原来横门居委
会，组建成横门社区居委会。

因为常年在海上打鱼，梁培源肤色
黝黑，自从前两年离海上岸后，他的主
要工作就变成帮儿子打理他的餐厅，虽
然辛苦，但是一家人在一起图个安稳。
在临横门广场的顺仔食店内，100来方
的屋内摆放了十五台桌，中午做快餐，
晚上做围餐。从1996年开始，打了20多
年的鱼，梁培源终于在2017年上岸，他
对记者回忆起当年：“以前刚出横门口，
洗菜时直接用筐子捞鱼上来就可以做
菜了，现在渔民往往要把船开很远才有
收获，鱼少了很多，种类也不比当年，运
气好的时候上百斤，运气差的时候十多
条也不是怪事。”他介绍说，一般打鱼多
是夫妻档，很少有父子档，因为年轻人
都不愿意干。“我两个儿子就不愿意
干。”他笑着看一眼旁边的儿子梁顺开。

80 后的梁顺开从小成长在渔船
上，初中毕业后就外出打工，跑业务做
销售。2012年政府开始制定转产转业
方案，横门社区的无地渔民每人获扶
持金 6万元，分两年发放，村民受惠。

“这家餐饮店就是在那时开的，一直都
想做，但没有本金，补贴来了就开起，
算是这里最早的两家海鲜店，至今横
门也有五六家海鲜店了。”拿到了补
贴，村民也陆续建起了新房。

“我家的新房就是在 2013年建起
的，两层半楼，270多方，花了80多万，”
他指着食店对面的小洋房。2017年，政
府实行转产减船，父亲梁培源的船也
拆解了，又一次获得了数万元的补贴，
这一次，父亲终于上了岸，而梁顺开的
食店也扩大了30多平方米。

随行的社区居委会组织委员赖江

峰指着沿街正在新盖的楼房说：“村里
有两波建楼高峰期，就是在政府两次
转产转业政策 2012年和 2017年之后，
村庄的面貌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以往
村容村貌落后，路难走，现在九成的渔
民家里盖了新房子，六成以上的家里
都买了私家车。”

说到车，梁顺开的家里就有三台
车，一辆货车，两辆汽车，他的弟弟还
买了快艇，专门用来收渔获送到餐厅
来。“这两年餐厅的生意好了不少，村
民富裕了，平时周一到周五，不少人光
顾，到了周末，珠三角的游客也都过来
吃海鲜，十五围台基本能坐满。”而随
着深中通道马鞍岛的开发，不少在翠
亨新区工作的人也过来吃个便餐，“就
隔一座山的距离，确实也带来了人
流。”梁顺开的海鲜店经济实惠，按照
每桌消费200元来算，一天也有不错的
收益。一家人忙不过来，他还请了两个
厨师，两个服务员，也算是可以做个甩
手掌柜了。

前些年，南朗房价还未暴涨时，梁
顺开在镇里买了新房。“我有两个女
儿，大女儿在南朗小学，小女儿在横门
读幼儿园，都是为了女儿上南朗小学
方便才买了房，住在横门接送实在太
远。”如今，他的生活轨迹是早上从镇
中心出发来到横门，做完一天的活，晚
上再回镇里。”

说到女儿的未来，梁顺开笃定：
“肯定不会回横门打鱼了，我们都不
做，她们应该走得更远吧。”他笑着说，
以后打鱼的人越来越少，海鲜也会越
来越贵，他指着自家店里的生鲜说：

“我们现在拿货，石斑鱼也要七八十一
斤啦，成本都在涨。”

与梁顺开相同的是，渔民王正江
也在外买了房，从小跟着父亲在渔船
上练就一手好本领的他，早年做过休
闲渔业，2006年后也离开了横门，在海
事局经过了集装箱船驾驶培训之后，
走进港航集团，做起了一名船员，在中
山港和香港之间运货。因为工作和孩
子上学的需要，他早在开发区置业买
房，“轮休的时候会回横门，看看父亲，
和乡亲们聊聊天。女儿已经上大学，应
该不会回来了。无论如何，横门将来会
是我养老的地方吧。”

本报讯（见习记者 陈伟祺）粤剧
粤曲都是老人家在唱？并不是的。13日
上午，阴雨绵绵，原本清寂的紫马岭公
园香山粤剧团内，却热闹非凡。原来，

“2019年粤港青少年粤剧展演中山专
场”正在上演。值得关注的是，本次参加

展演的团队来自粤港两地，表演者平均
年龄仅15岁。

本次展演由广东舞蹈戏剧职业学
院、香港生辉粤剧研究中心和中山市
香山粤剧研究院共同举办。现场8个传
统经典曲目轮番上演，其中有戏迷耳

熟能详的名段《活捉张三郎》《白蛇传
之游湖》《紫钗记之剑合钗圆》等。来自
粤港两地的青少年演员不负众望，唱
得有板有眼，气势十足，一场高水准的
表演赢得台下300多位观众阵阵喝彩。

“我们成立粤剧研究院目的是承

担起粤剧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推进
粤港澳大湾区粤剧文化交流。”中山市
香山粤剧研究院有关负责人在接受采
访时表示，希望通过本次活动，加强粤
港澳粤剧文化交流，给青年粤剧演员
创造更多展示平台。

据新华社电 退役军人事务部日前
印发《关于规范为烈属、军属和退役军
人等家庭悬挂光荣牌工作的通知》，要
求各地规范悬挂光荣牌工作，确保好事
做好。

记者从退役军人事务部获悉，自
国务院印发《为烈属、军属和退役军人
等家庭悬挂光荣牌工作实施办法》（以
下简称《实施办法》）以来，各地各级政
府高度重视，迅速行动，有序推进。截
至 4 月上旬，全国各地已为 2000 余万
户家庭悬挂了光荣牌，弘扬了拥军优
属的光荣传统、营造了全社会尊崇军
人职业的浓厚氛围。但是，在光荣牌悬
挂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个别
地区让对象自行领取光荣牌、不为户
籍不在本地的长住对象悬挂光荣牌、
仪式感和宣传不够等，影响了工作效
果和对象的满意度。

针对这些问题，近日，退役军人事
务部专门印发通知，要求严格按照《实
施办法》规定，坚持彰显荣誉、规范有
序、分级负责、属地落实的原则，层层压
实责任，确保工作高效落实，符合条件
的对象应挂尽挂。各省份退役军人事务
厅（局）要加强督促检查，发现问题严格
问责、严肃处理。

通知强调，要注重和突出悬挂光
荣牌的仪式感。结合本地实际，精心组
织举行集中悬挂仪式，做到既简朴、庄
重，又热情、热烈。要尊重对象意愿选
择悬挂或摆放方式，需要悬挂的必须
安排专人负责悬挂到位，坚决杜绝出

现让悬挂对象自行领取光荣牌的现
象，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做实，把党
和政府的关心关爱送达每位对象的心
坎上。

通知提出，要建立健全悬挂光荣牌
工作建档立卡制度，结合退役军人和其
他优抚对象信息采集工作，及时建立完
善的电子台账。电子台账应包括悬挂光
荣牌家庭户主的基本信息、人员类别、
户籍所在地、现长住地、悬挂时间、悬挂
方式和变动情况等信息项目，实施动态
管理和定期更新。

通知指出，要借助各种媒介、采取
多种方式，加强对悬挂光荣牌工作的宣
传报道，既要报道工作进展，让对象知
道何时能够挂上光荣牌，也要报道工作
成效、宣传国家优抚政策，在全社会营
造尊重退役军人、尊崇现役军人的浓厚
氛围。

退役军人事务部强调，悬挂光荣牌
工作是一项政治性很强的工作，充分体
现了党和国家对烈属、军属和退役军人
等的关怀。各级一定要提升政治站位，
切实把党和国家的关怀送达每一位对
象家中。尤其是一线工作人员，一定要
带着感情、带着温度做好工作，真正把
悬挂光荣牌的重大意义通过每一项具
体的工作充分体现出来。对于在网上编
造虚假信息进行炒作的，各级退役军人
事务部门要协调配合网信、公安部门进
行查处；对因工作人员作风不实、服务
态度不好造成不良影响的，发现一起、
通报一起。

退役军人事务部印发通知，要求规范
悬挂光荣牌工作

坚决杜绝让悬挂对象
自行领取光荣牌现象

本报讯（记者 周振捷）为传承中山
优秀传统文化，多角度发现中山民俗活
动特色，2019“非遗之美”——中山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图片展于近日启动征稿。
该活动由市文化馆与市非遗保护中心
联合主办，初定于 6月在市文化馆进行
首展，随后在各镇区巡回展览。

据悉，此次征集以中山范围内、市
级以上非遗项目为题材的摄影作品，要
求真实客观地记录非遗项目的精彩细
节，呈现传统文化美好和谐的氛围，反
映中山传统民俗特色。其截稿日期为 5
月6日。

据悉，市文化部门近年在全市范围
内开展地毯式非遗普查，深入挖掘藏于
民间的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习俗
等 300多个非遗项目，对这些项目进行
资料录入、申报保护等。现阶段，我市国
家级、省级与市级非遗项目分别有6个、

17个与16个。
此外，4月初召开的 2019年全市非

遗工作会议提出，我市今年将继续举办
“我们的节日”系列非遗活动、非遗体验
日、民歌民乐大赛、民歌传承基地交流
展演等活动，并按计划开展各级非遗项
目、非遗传承人的申报工作，从而建立
更多非遗传承基地，进一步丰富中山非
遗名录。

中山非遗图片展
初定6月份开展

市文化馆与市非遗保护中心联手征集相关摄影作品

从“海里漂”到“上岸富”
经过两次转产转业，横门大多数渔民离海上岸过上新生活

连日来的阴雨，让海边渔村横门社区愈发安静。横门健身广场

边顺仔食店，老板梁顺开和他的父亲忙完了午市，正悠闲地喝茶看

手机。横门居委会，偶尔有村民来办事，40来岁的王正江趁单位轮

休，从中山港开车回来办点琐事顺便看望父亲。和他们的父辈不同，

作为新生代渔民，他们已经离海上岸。社区居委会党支部副书记黄

志伟说，横门社区有2300多位户籍居民，除了厂企机关单位外，渔

民占绝大多数，他们是当年成立渔业公社从小榄、黄圃、民众来此定

居的渔民，因为没有土地，完全靠捕捞过活。从横门建村以来，经过

两次转产转业，近2000名无地渔民中还在从事捕捞业的只有100

多人，其他大多数已离海上岸，打散工、开海鲜餐饮档或走进厂企。

薪火相传“粤”唱越好 粤港青少年粤剧展演在中山举行，
表演者平均年龄15岁

经过两次转产转业，横门大多数渔民离海上岸过上了新生活。图为开饮食店
的梁培源（右）梁顺开（左）父子。

文/本报记者 冷启迪 图/本报记者孙俊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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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由全国妇联主办的
“巾帼心向党 礼赞新中国”群众性宣
传教育活动 13日在全国 31个省区市的
千个社区“妇女之家”同步开展。

据介绍，这项活动以各地“妇女之
家”、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妇女儿童活
动中心等为主要阵地，以互联网为重要
平台，以“唱响祖国颂歌、讲好中国故
事、写出家国情怀、献礼祖国华诞”为主
要内容，线上线下共同发力，激励广大
妇女立足岗位、创业创新创优，以优异
成绩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13日上午，在北京市西城区德胜街
道新风中直社区、朝阳区石佛营西里社
区、东城区东花市街道南里社区等地，
社区妇女和家庭成员聚在一起，用歌声
颂扬伟大祖国、用故事讲述家国情怀，
表达以奋斗建功新时代的决心。全国妇
联主席沈跃跃，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
处第一书记黄晓薇等也来到这些社区，
同妇女群众一起唱响祖国赞歌。

据悉，“巾帼心向党 礼赞新中国”
群众性宣传教育活动将持续推进，贯穿
全年，在国庆节期间推向高潮。

巾帼心向党 礼赞新中国
全国千个社区“妇女之家”昨同步开展该项群众性

宣传教育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