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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嫁台湾，乡情化作前行动力
初见雷淑葵时，她正和中山陆配

返乡交流团在小榄菊城酒厂体验特色
酿酒文化。中等身材的她背着双肩包，
仔细聆听讲解员介绍，沉浸在荼薇酒
的醇香里。“虽然在台湾生活 24年，但
始终眷恋着故乡，乡情给予我在异乡
打拼的力量。”走出酒厂，雷淑葵将自
己的故事娓娓道来。

南区渡头村，是雷淑葵的娘家。
1995年，22岁的雷淑葵与家人介绍的
台湾小伙喜结连理，虽然当时她对台
湾的认识仅来自于语文课文《日月
潭》，但她决心为爱远嫁，定居南投县。

初到台湾时，不太习惯当地的生
活作息，但其他方面倒很快适应了。由
于上世纪90年代嫁到台湾的大陆新娘
不算多，当地人对她充满好奇，对大陆
也不甚了解，“每次我都以中山为例向
他们介绍，描述中山人的生活和城市
风貌。”雷淑葵说，中山人这个身份让
她倍感骄傲，每当说起，大家都知道中
山是伟人故里。

婚后的雷淑葵负责打理家庭事
务，但逐渐增大的生活压力使她在顾
家之余寻觅赚钱途径，心灵手巧又有
厨艺的她决定做早市和晚市。“一周做
4天，清晨 6点多摆早市卖自己煮的广
东粥，晚市卖手工艺品，直至凌晨 2点
收工，每天睡 3个多小时。”雷淑葵坦

言，为了抚养孩子们，这样起早贪黑的
生活持续了10年，“中山人素来有艰苦
奋斗的精神，那时我常鼓励自己坚持
下去。”

忙碌时，雷淑葵两年回一次中山，
每次短暂待几天又匆匆返程，平日里
只能靠电话联络。那时台湾与大陆通
讯收费为每分钟 20元，半个多小时的
电话往往近千元（新台币），这对月收
入七八千的雷淑葵而言是较大开支，

“我一般一个月打一次，我和家人都报
喜不报忧，经常边聊边偷偷掉泪。”雷
淑葵回忆道。

■创办协会，团结互助融入当地
2011年，凭着多年做早晚市的资

金积累，雷淑葵经营起一家服装店。相
比上世纪 90年代，此时因婚嫁而移居
台湾的大陆及外籍配偶增多，雷淑葵
逐渐认识了史雪燕等陆配姐妹，大家
有着相似的生活经历，平时相邀相伴，
遇到困难时相互帮助。久而久之，史雪
燕、雷淑葵等人体会到“抱团”的力量，
萌生创办协会的想法。“陆配姐妹背井
离乡，应把大家团结起来，形成一股力
量，一个可以依靠的团体，彼此关心帮
助，争取合法权益。”2014 年，在史雪
燕、雷淑葵等陆配姐妹共同努力下，台
湾大陆及外籍配偶福利发展协会正式
成立。

协会为大陆及外籍配偶搭建起交
流平台，成为姐妹们的第二个“娘
家”。协会在不同地区设立了 8个分
会，还与台湾其他的陆配协会联盟，最
大限度地为大陆及外籍配偶提供帮助
和服务，“例如帮湖南姐妹的亲属办理
赴台手续，为患癌离世的福建姐妹筹
款处理后事等。我们有上千名会员，到
目前为止已处理个案五六百宗。”雷淑
葵介绍说。

不仅如此，践行公益、为当地社群
作贡献也是协会努力的目标。在此次
交流团中，有协会内负责公益的志愿
者，她们如数家珍般向记者介绍参与
过的活动，例如陪伴各村各社区的独
居老人，探访养老院的长者，举行慈善
义卖捐给孤儿院等。协会内还成立了
文艺表演团队，经常在社区活动中一

展风采。公益活动增进了陆配与当地
人的了解，消除误会积极融入当地生
活，发挥自己的光热温暖身边人。“我
们通过公益，获得认同感和价值感，既
收获爱又获得尊重和理解。”雷淑葵表
示。

■回乡探亲，感受发展延续乡情
随着两岸交流合作的日益频繁和

深入，各类交流活动越来越丰富。2017
年，与协会成员组成陆配回乡交流团
前往杭州交流的活动给予雷淑葵启
发，她决定组织中山籍陆配姐妹回乡
探亲。

2018年，雷淑葵带领了中山陆配
返乡交流团近 30 人首次组团回“娘
家”，重点参观了中山的学校，了解家
乡教育事业的发展。“当时全团成员都
很兴奋，看到家乡快速发展感叹不已，
不停地拍照留念。”雷淑葵笑言。

有了第一次难忘的活动经历，今
年雷淑葵继续组织了25位中山籍和个
别来自其他城市和省份的陆配及其子
女回乡交流，不仅前往三乡、小榄、沙
溪等镇参观特色企业、人文景点等，体
会中山的经济水平和文化底蕴，还参
观了深圳改革开放展览馆、前海经济
区等，领略改革开放 40年的变迁与发
展成果。说起此行的感受，雷淑葵眼眶
泛红，“尽管每次回乡我都感受到家乡
的变化发展，但此次让我们更深入全
面地看到一个充满活力和潜力的中
山。”

交流活动不仅受到陆配姐妹们的
赞许，还得到中山市台湾同胞台胞亲
属联谊会的肯定。在活动尾声时，雷淑
葵告诉记者，她希望今后能多带陆配
姐妹，尤其是陆配子女回乡，加深对家
乡的印象和对历史文化的认识，延续
乡情，搭建沟通的桥梁，“我想让下一
代明白，无论身在何处，不能忘记根所
在之地，那是寄托乡愁的归处。”雷淑
葵脸上泛起笑意。

》》》上接01版
“任何困难我们都不怕，怕的是没

有思想的定力，思想理念首先不能乱。”
危伟汉说，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
历史机遇，是每一名干部肩负的时代重
任。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定发
展信心，发扬“不服输”的精神，把新发
展理念转化为新一轮发展中的具体举
措，通过国土空间规划，厘清城市发展
脉络，通过行之有效的政策，推动项目
落地，扎扎实实开展好各项工作，优化
产业机构，激发城市活力。

危伟汉对市自然资源局的工作提出
要求。一要加强队伍建设。进一步理顺组
织体系，尽快推动镇区部门的机构改革，
提高整个系统迎接挑战、解决问题的能
力。把制度建设作为大事来抓，制定工作

标准和规范流程，用规章制度来约束社
会资源的管理，充分体现依法治市。建立
技术规范体系，吸取先进城市经验，尽快
建立自然资源政务信息平台。二要突破
重点难点。下大力气盘活低效用地，为长
远发展计，为有序发展谋。千方百计支持
工业项目发展，积极引进总部经济项目，
加大对增资扩产项目的扶持力度，推动
高端服务业发展，加快形成产业集聚。一
个接一个地突破交通、教育、公共服务、
文化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难点问
题。三要提高服务水平。进一步加强土地
治理，进一步改善城市环境，保护良好生
态。增强责任意识，从老百姓的需求出
发，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水平。

市领导杨文龙、雷岳龙，市政府秘
书长李俊参加会议。

■串联公园融合活化生态资源
“绿色”一直是中山的一张城市名

片。风景园林学科工程勘察设计大师何
昉接受采访时曾表示，公园是花钱最
少、市民最能享受的公共服务设施，他
对近期中山大力推动公园建设表示赞
扬，希望中山在建设城市公园的过程中
保护好原有的地形地貌，在景观系统方
面，要把自然系统和人工系统进行有机
结合。在节点上，要充分考虑当地文化
特色，多出有亮点的项目。

在岐江新城提升规划项目负责人、
中山市规划设计院规划二室副主任贾
莹莹对未来的岐江新城的描绘中，岐江
河一衣带水，向东流向翠亨新区，向南
可抵达历史城区、岐江公园等。以中山
市母亲河为脉络，能够有效串联起城市
各重要片区，展现中山城市发展的轨
迹。此次岐江新城规划范围内沿途主要
预留有 4处游船码头，大型文旅项目、
石岐总部经济区、大湾区级体育馆、浅
水湖水道与岐江河交汇处。结合滨水公
园绿地，打造观光、客运、赛事、科普 功
能为一体的水上交通线。

贾莹莹说在岐江新城内，除了烟筒
山公园、五马峰公园等山体公园外，还
规划了许多街头公园。街头公园最大的
面积约 3 万平方米，大部分面积在
8000-10000平方米左右。规划的街头
公园，是市民步行可达的公园，走入家
门口，就能走入公园，绿色空间融入市
民生活，让城市变成一座公园，更能增
强市民良好生态环境的获得感。

这种生态景观的融合活化，在金钟
湖北片区，未来也将更加丰满地呈现。

通过交通系统的串联，10大公园
将相互融合，为市民提供更加舒适的环

境。十大公园徒步径、岐澳古道访古径、
红色革命探索经，三大路径系统，未来
有望形成文化脉络。

■建设公园体系增强人口吸引力
市自然资源局规划地区一科工作

组副组长钟国平表示，粤港澳大湾区未
来的发展，是人的发展，而生态高质的
城市空间，将是吸引人才流入、产业联
动发展的最佳资本。

自然资源局林业相关负责人邱海
军表示，金钟湖公园群主要是城市公
园，也就是功能性公园，不仅能提升城
市景观，还能为市民提供休闲活动场
地，可以有效提升市民生活品质。在全
市范围内，我市仍在推动公园建设，不
同功能的公园，将具有不同的分工，形
成互动的绿色生态。其中，自然保护地
是生态建设的核心载体，按照自然保护
地分类，我市生态资源包括自然保护
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地质公园四个
分类，其中我市的自然保护区目前主要
是长江库区水源林市级自然保护区，现
在正申请扩容升级，申请为省级自然保
护区。在森林公园方面，目前我市已经
有中山国家森林公园，另外还有 10个
市级森林公园，正在进行优化整合。湿
地公园方面，我市有国家级湿地公园
——翠亨国家湿地公园计划在年底开
放，另外还有坦洲金斗湾、南朗崖口、三
角鲤鱼山、金鲤湾、竹排等一批省市级
湿地公园新建在建项目。中山唯一的地
质公园就是位于黄圃镇的海蚀遗址地
质公园。

记者从市住建局了解到，近年中山
大力推动城市公园建设，同时建设一批
组团体育公园、组团儿童公园，并通过

闲置地改造、道路绿化带改造提升等为
城市添绿，完成齐乐路、沙岗顺兴路、悦
来大街等一批街头公园建设，增加市民
休闲活动空间；各镇区也着力以主题公
园、道路绿化、河岸绿化为载体，完成了
和穗湿地公园、灯都生态湿地公园、小
榄菊文化湿地公园、中山北站站场等公
园、站场，以及凤翔大道、民安北路、福
源南路、阜港路等绿化示范路镇区重点
绿化美化提升项目。

本报讯（记者 徐钧钻）昨日一早，83
岁的冯伯伯来到石岐区民生社区免费
看病拿药，在现场坐诊的广东省第一荣
军医院的医生和他谈起家常，老人很是
欢喜。据悉，冯伯参加的是由市退役军
人事务局联合市卫健局组织的“关爱功
臣”送医送药活动。该活动已经是第 14
年举办，前后共为 11000人次重点优抚
对象送上健康。

冯伯伯1956年入伍，是新中国的第
一批义务兵，退伍后回到家乡在平凡的
岗位上奋斗了大半辈子。早几年心脏做
了“搭桥”手术，需要每天吃药。现场，只
见医疗队分为康复科、内科、外科等接
受问诊，冯伯先量了血压，内科医生根
据他近期的体检报告和现场诊断为他
开了药。除了对症下药，当天医疗队还
贴心地为每位前往的优抚对象先准备

了包括板蓝根、钙片、维生素等家庭常
备药一份。

据悉，8月 21日-23日，由省第一荣
军医院派出一支医疗队，市卫生健康局
还从市人民医院、市博爱医院、市中医
院抽调部分精干医护人员组成三支医
疗队，以镇区为单位采取定点诊疗与入
户诊疗相结合的服务方式为重点优抚
对象提供诊疗服务。4支医疗队在3天里
分批前往相应镇区开展送医送药。服务
对象为老烈属、老复员军人、残疾军人、
带病回乡退伍军人、参战涉核退役人员
等享受定期抚恤补助的重点优抚对象
（含在乡“五老”人员，不含 60周岁以上
农村籍退役士兵）及部分困难复退军。
其中，入户诊疗的对象为因年老或身体
原因无法前往医疗点的个别重点优抚
对象。

本报讯（记者 余兆宇 实习生 黄
岚 摄影报道）中山市第八届运动会“红
旗杯”镇区成年组羽毛球比赛在中山市
中羽体育俱乐部羽毛球馆收官。火炬开
发区代表队获得团体总分第一名，三乡
镇、南朗镇代表队依次获得第二、第三
名。

赛场上，运动员们尽情施展技艺，
灵活运用各种战术，将高远球、扣杀、劈
杀、吊球等各路球技展现得淋漓尽致，
为大家献上了一场精彩的视觉盛宴。

比赛从 8月 20日持续到 8月 22日，
为期 3天。吸引来自全市 20个镇区的
284名运动员参与角逐。

市运会“红旗杯”镇区成年组羽毛球赛收官

火炬区代表队获团体第一名

本报讯（记者 李丹丹）进入金钟
湖公园群的主要通道东苑南路正在进
行升级改造，记者昨日在施工现场了解
到，此次东苑南路改造将建设一座人行
过街设。

市住建局代建办项目负责人梁伟杰
介绍，东苑南路改造范围是从城桂路至
沙石公路段，大致呈南北走向，全长
1050.971米，设计起点南起沙石公路，设
计终点北接城桂路，道路以南外环为分
界，分成南北两段道路，其中北段目前已

基本完成管线迁改、原道路病害修复、混
凝土调平层等施工，两侧人行道完成约
50%铺装，计划8月底开展北段底层沥青
铺施工，9月1日前完成底层沥青铺设。

人行过街设施在东苑南路和沙石
路交汇处南侧，该人行过街设施将下穿
沙石路，未来从东苑南路左转入沙石
路，前往市儿童公园的车辆在该处可以
直接左拐，方便车辆通行，保障通行效
率，同时行人经过地下通道通行至东苑
南路延长段，也保证行人安全。

东苑南路将建一座人行过街设施
改善金钟湖片区通行条件

送医送药 关爱功臣
我市这一活动持续14载，1.1万多人次受惠

医疗队为退役军人检查身体。 本报记者 黎旭升 摄

金钟湖北片区十大公园群与其他各层次公园绿地将形成互动

让生态福利转化为人才引力
粤港澳大湾区把打造优质生活圈作为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进

一步提升环保、生态和宜居水平，成为中山必须要面对的课题。
无论是在金钟湖北片区城市设计及重点地区品质提升规划，还

是在岐江新城提升规划，我们都能感受到那抹绿色在区域中的重要
分量。

放眼中山，未来，金钟湖北片区十大公园群和岐江新城范围内的
街头公园及一河两岸景色，都将融入全市生态文明建设的蓝图之中，
构建起绿色生态的公园体系，构筑起我市未来发展的生态优势。

统筹：本报记者 隋胜伟 采写：本报记者 李丹丹 隋胜伟

金钟湖公园一角(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文波 摄

金字山公园一景(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余兆宇 摄

乡情化作动力 为陆配打造新“娘家”
远嫁台湾的中山女子雷淑葵创办协会团结帮助陆配，带领姐妹回故乡叙乡情

8月21日，当为期5天的中山陆配返乡交流活动结束，交流团领
队雷淑葵在朋友圈写下此行的感受，“快乐时光总是短暂的，这几天
的参访行程让我们更加了解中山，了解祖国的变化。”言语虽短，却饱
含着绵延不绝的乡愁和对家乡日新月异的感慨。

自1995年远嫁台湾，故乡及亲人成为雷淑葵最深的牵挂，度过
到台湾的艰难岁月后，她怀着爱与乡愁，创办台湾大陆及外籍配偶福
利发展协会，与姐妹们践行公益，连接两岸情谊。

文/见习记者 王欣琳 图/本报记者 文波

中山陆配返乡交流团领队雷淑葵讲
述回乡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