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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马戏精英
明日亮相珠海长隆
空中双人表演。 通讯员供图

马戏团队伍此前在珠海大剧院进行惠民表演。

□信息时报记者 陈卫芬 周舒婷
明日，第五届中国国际马戏节
将盛大开幕， 在未来八天时间里，
来自全球 25 支精英马戏团队将悉
数亮相珠海横琴长隆国际海洋度
假区国际马戏城，为广大市民献上
多场国际水平的精彩马戏盛宴。
据介绍，参加第五届中国国际
马戏节的 25 个节目， 各具地方特
色，这些顶尖的马戏艺术团队来自
中 国 、埃塞 俄 比 亚、俄 罗 斯 、乌 克

兰、古巴、阿根廷、匈牙利、瑞典、加
拿大、美国、蒙古等不同国家和地
区，其中，多个节目在各类国际马
戏节上斩获过金奖，含金量十足。
明 日 ，25 支 马 戏 精 英 队 伍 将
齐整亮相，东道主中国的三支队伍
大胆创新，把中国马戏文化提升到
一个全新高度，来自“杂技之乡”河
南濮阳的八位姑娘们将为观众们
带来传统蹬技表演《时光流转-魔
幻飞球》， 将在全球首创的道具大
魔轮上表演花式蹬球，同时借用 U

型道具进行相互抛接。
来自俄罗斯的《空中飞人》，开
创了在十几米高空中糅合抖杠及
空中飞人表演的先河，他们将改变
以往单一的节目形式，表演更惊险
刺激；来自蒙古的《神秘的绅士球上抖轿子》， 将以往以地面为基
准的抖轿子运用于圆球之上，通过
对手技巧在球面上实现相互抛接，
给观众带来全新的观赏体验，也为
市民呈现了蒙古民族的独特文化
与魅力。

珠海医生在几内亚援助生活如何?

洋码头“黑色星期五”
海淘狂欢节明日启动

“睡觉需要双层蚊帐防蚊”
日前，珠海市副市长阎武带队珠海
市政府代表团访问赤道几内亚。代表团
参观考察医疗队援助的马拉博地区总
医院和巴塔地区总医院。在医疗队陈雷
队长陪同下，代表团分别到医疗队总统
保健组、马拉博点和巴塔点驻地看望队
员，召开座谈会，了解队员的生活状况，
转达家乡亲人的问候和祝福。
11月1日， 阎武慰问援非队员驻地
时，细心的他发现：一位队员的床上有
两顶蚊帐，外层大里层小，中间有5厘米
的间隙。“
这是哪位队员的床？ 为什么放
两个蚊帐？ ”阎武好奇地问道。“
是我的
床，让你见笑了，我怕蚊子咬。”医生王力

不好意思地站出来解释，
“一大一小两
个蚊帐套一起，防蚊子叮咬效果更好”。
王力是中国第29批援非洲赤道几
内亚共和国医疗队总统保健组的一名
医疗队员。目前只有极少数受援国配置
了总统保健组。总统保健组工作最为特
殊，全年无休假，全日需保健，24小时备
战，随叫随到。 作为总统的随身保健医
生， 王力专职负责总统的日常保健工
作，无论在本国还是出访，任何场合都
必须跟随。
赤道几内亚是非洲西部的沿海国
家。该国蚊虫肆虐，疟疾流行，每批医疗
队都有队员得疟疾，有的队员甚至得过

题。 最后，上门走访了安置点村民，了
解他们搬迁安置后的生活状况。
据了解，2018 年以来，吉大街道高
度重视对口帮扶工作，真心实意、真抓
实干， 根据洛本卓白族乡的实际情况
和需求， 广泛深入发动社会各方力量
投入脱贫攻坚实践中去， 做到真帮真
扶， 在全社会营造扶贫济困的良好社
会风尚。 通过为期 4 天的调研考察交
流，调研组表示，吉大街街道将继续按
照对口帮扶要求和洛本卓白族帮扶需
求，聚焦脱贫攻坚，精准发力，加强两
地交流协作， 抓紧把调研成果转化为
实际行动，早见成效，帮助洛本卓乡打
赢脱贫攻坚战。

明天，有数万款“黑色星期五”爆
款在洋码头
“
全球黑五集市”发布。在北
美馆里，有来自第五大道、Macy’s 百货
等奢侈品类和北美奥莱轻奢低折扣集
中 地 ， 更 有 Costco 等 亲 民 生 活 类 和
SEPHORA 彩妆集中地；欧洲馆里的巴
黎老佛爷、英国比斯特，亚洲馆里的乐
天免税店、澳新馆里的亲子牧场、UGG
等特色馆，每个馆里均有数万款当地低
折扣、应季、潮流的好物。既有用户耳熟
能详的“爆款”及“网红款”，比如 SK-II
神仙水、 露娜洁面仪、GUCCI 酒神包、
日本 DDS 幸福面膜， 也有限量款节日
套装及小众设计师款，如雅诗兰黛圣诞
限量大礼包等。
海量丰富热销商品的背后，源于洋
码头及平台上的 6 万多名买手商家团
黑色星期五” 所做的充分准备。
队为“
2018 年“黑色星期五”，洋码头买手们
火力全开，早已提前数月开启疯狂囤货
模式，打通各大品牌 VIP 和稳定供应商
渠道，为消费者准备了超过 100 万件商
品，预计规模将是去年的十倍以上。
除海量优质低折扣商品外，中国消
费者也越来越重视正品保障、 售后、物
流等软实力。 一直以来，洋码头对商品
假货零容忍，过去一年里，洋码头多次
修正买手入驻规则， 提高买手入驻门
槛， 不定期核查海外买手的信用情况，
加强买手准入机制审核， 严审货源渠
道。而身处海外的买手也将接受当地国
家法律监管，从源头上保证消费者购买
到的商品 100% 为海外正品。 据了解，
洋码头是平台类电商首推“假一赔十”
的企业。

信息 时 报 记者 梁 春 华 周 舒 婷

信息 时 报 记者 周 舒 婷

5次疟疾。 肩负重要的国家任务，生病、
请假对保健组队员来说是天大的事！王
力深知保健工作的艰巨。为了能完满履
职， 他在工作上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
尽最大努力让自己免得伤寒、疟疾等非
洲常见传染病。
付出总有回报。 该国总统奥比昂、
总理奥巴马、卫生和福利部部长所罗门
接见了代表团。赤几政府高层对第29批
医疗队的工作给予极高评价。珠海市政
府代表团在接受总统奥比昂接见时，奥
比昂对总统保健组和医疗队的工作给
予了高度肯定。
信息时报记者 梁春华 周 舒 婷

吉大街道助力洛本卓乡精准脱贫
去年 11 月，香洲区吉大街道与泸
水市洛本卓白族乡签订了《共建“结对
帮扶友好乡镇”协议书》。 为进一步加
强与洛本卓乡的沟通交流， 不断夯实
对口帮扶协作工作基础，11 月 3 日至
7 日， 吉大街道党工委书记孙成带队
赴洛本卓乡开展精准扶贫调研考察交
流并举行扶贫物资捐赠仪式。
11 月 4 日， 吉大街道对口扶贫物
资捐赠仪式在洛本卓白族乡四楼会议
室举行。 珠海市宝盛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广东华南节能石化集团、珠海京
师园林绿化有限公司作为吉大辖区企
业代表， 向洛本卓白族乡捐赠了电脑
等办公用品 144 台（套）、儿童玩具和
文具 900 件、儿童服装 305 件、儿童图

书 1300 册，总价值 45 万元。 怒江州泸
水市统战部长姬林二、 香洲区统战部
长杨柳青、 洛本卓白族乡党委书记张
旭勇、 吉大街道党工委书记孙成等相
关负责人及吉大辖区企业代表出席捐
赠仪式。
翌日， 吉大街道调研团队在张旭
勇陪同下， 参观考察易地扶贫搬迁集
中安置点——
—巴尼小镇， 调研贫困村
民安置、脱贫攻坚与党建“双推进”等
工作开展情况。 为激发脱贫的内生发
展动力，巴尼小镇设立爱心超市，通过
积分换取日常生活物资的方式， 逐步
改变部分贫困户
“等靠要”思想。 调研
团队一行还参观了小镇的缝纫车间，
村民在此学习缝纫技术解决就业问

时光流转 - 魔幻飞球表演。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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