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张雅婷）亲，“湛江云媒”
App升级改版啦！换“新装”的“湛江云媒”
既高大上又接地气！界面设计简约大方，
增设稿件语音播报、视频自动播放、快讯、
专题推荐等功能，带给用户一个全新的阅
读体验，满足用户对专业资讯的需求。

进入主界面，顶部导航栏均改版为3
个字，如“今头条”“睇视频”等，栏目名称
更口语化。为了方便用户浏览新闻，这次
增设“美味湛江”“乡村振兴”“专题推荐”

“热点视频”等栏目，栏目支持显示多篇稿
件，用户可以快速找到自己感兴趣的新闻
信息。

“小编，我想听新闻，这可以实现吗？”
完全没问题！改版后的湛江云媒增设稿
件语音播报功能，将文字信息转化为语音
信息，给App配上“嘴巴”。

“小编，朋友圈可以自动播放视频，湛
江云媒可以做到吗？”当然可以！为了满
足用户惯用的点、滑操作，你可以用滑动
的方式在“热点视频”栏目中选择视频，点
击视频即可进入相关页面，支持视频自动
播放，操作简单，阅读畅快。

“小编，我现在看湛江云媒的新闻，有
种看微信推文的感觉。”是的！现在“湛江
云媒”排版融入微信技巧，稿件不再限于
简单的图文传播，还增添微信排版技巧，
版式更加丰富，方便用户阅读。

当然，为了丰富阅读，满足用户对新
媒体新闻的需求，小编们在原来的纸媒、
官网新闻的基础上，搜集更多本土化有趣
的新闻信息，用丰富有趣的语言，整合出
更多微信体稿件、H5、视频稿件，整体风格
更加活跃，内容也更加亲民和生活化。

全新的界面，不一样的阅读体验，这样
的“湛江云媒”，你值得拥有！还是那句话：

风里雨里岁月里，小编都在这里等你。
没有四季，只有两季。
你看就是旺季，你不看就是淡季。
常看共同关注
你一定青春永驻
多看“湛江云媒”
旺季我们也不收门票
还等什么？赶紧跟着小编一起下载、

更新吧！
一、下载“湛江云媒”
大家可以识别二维码或到各大应用

市场搜索“湛江云媒”，即可下载。
二、更新“湛江云媒”V4.2.2版本
1、打开“湛江云媒”，点开个人中心

（位于界面左上角）——设置——清理缓

存——确定。清楚缓存后，退出App，再
次打开“湛江云媒”，主界面自动弹出“有
新版本啦！”提醒，点击“立即升级”。

2、打开各大应用市场，找到“湛江云
媒”，点击“更新”“安装”，即可更新到
V4.2.2版本。

高大上，接地气！湛江云媒换“新装”啦！

湛江云媒APP

本报记者 邓耀瑞

上月底，在湛江生活了近20个年头的
高飞，做了一件让他觉得“颇有意义的
事”——高飞粤菜师傅大师工作室投入使
用，通过发挥他的名厨品牌资源，助力推
动我市“粤菜师傅”工程纵深发展，促进乡
村振兴和精准扶贫战略落实。

提及高飞，也许很多人并不认识，但
说到“飞奴鸽”、“海蜇头”等湛江名菜，相
信很多人都会熟悉，而这些湛江普通市民
耳熟能详的名菜，正是出自高飞之手。作
为湛江烹饪领域的“大咖人物”，高飞是国
家中式烹调高级技师，曾任餐饮业国家级
评委，连续七年服务博鳌亚洲论坛年会，
曾在《魅力中国城》城市竞演中，代表湛江
在央视上推介湛江海鲜，再次让湛江的生
猛海鲜和特色美食名扬海内外。

利用“名厨”资源助力脱贫攻坚

“我在湛江生活工作了20年，在一定
程度上说，湛江就是我的家，有机会为这
座城市的脱贫攻坚战贡献力量，我觉得非
常有意义，也是义不容辞之举。”谈及缘何

“牵手”湛江精准脱贫，高飞这样说道。
在湛江乃至全国烹饪领域，高飞颇具

行业影响力。高飞说，高飞粤菜师傅大师
工作室已获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认证，工作室通过开展粤菜师傅职业技
能教育培训，助力提升我市粤菜烹饪技能
人才培养的能力和质量，创新实施“粤菜
师傅＋乡村旅游”、“粤菜师傅＋粤西饮食
文化”模式，打造“粤菜师傅”文化品牌。

为发挥高飞工作室引领作用，助力粤
菜师傅工程、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实
施提速提质，高飞所掌管的企业御唐府与
遂溪城月镇虎头坡蔬菜种植基地签订扶
贫合作协议。高飞说，工作室与虎头坡村
结成定点帮扶合作，将建立虎头坡名优农
产品直销平台，构建从农民的“菜园子”到
餐饮企业“餐桌子”的直销机制，减少流通
环节、降低流通成本，增加农民收入。

“在助力精准脱贫的同时，高飞工作
室要发挥专业优势培养粤菜人才，组织粤
菜师傅加大菜品研发力度，促进粤菜和粤
菜文化的振兴与繁荣。”在高飞的发展计
划里，他想通过自身知名大厨与名优农产
品的组合，把虎头坡名优产品打造成湛江
乃至全国的知名农产品，提升虎头坡品牌

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助力农民增产增收，
实现脱贫致富。

曾代表湛江向全国推介“生猛海鲜”

除了助力精准脱贫攻坚战，高飞还多
次为湛江海鲜、湛江美食代言。

2017年7月，在央视《魅力中国城》城
市竞演的第二个环节《城市味道》中，湛江
以一个创新的美食故事，向现场观众奉上
了十多道富有湛江特色的美食，让嘉宾和
观众大饱口福。

鲜为人知的是，这十多道富有湛江特
色、让嘉宾和观众赞不绝口的美食，都是
由高飞大厨带领团队亲手烹饪。当时节
目中，随着对应12个月的时令海鲜，以一
道道色香味俱全的美食形式呈上舞台，
观众席上发出一阵阵惊呼，鲈鱼、鲍鱼、
沙虫等湛江生猛海鲜，令台上台下一片
垂涎。

在随后的互动环节，评委、嘉宾和观
众代表被请上舞台，面对生猛海鲜，大家
忍不住大快朵颐，盛赞湛江海鲜名不虚
传。“湛江的生猛海鲜，驰名海内外，我非
常荣幸代表湛江推介湛江美食。”高飞说。

“上央视舞台做菜，对我来说挑战并
不大，但想到是为湛江而战，还是有点紧
张。”高飞回忆说，每天除了重复练习菜式
力求尽善尽美，就是在不停地准备台词，

“能在央视上推介湛江生猛海鲜，为湛江

美食代言，是我莫大的荣幸，很幸运我有
这样的机会。”

海南小“帮厨”在湛实现“名厨”梦

有意思的事，多次在不同场合为湛江
海鲜、湛江美食代言的高飞，并不是地道
的湛江人。高飞来自海南文昌，2000年他
来到湛江工作，开始了他的“逐梦名厨”之
旅。从事烹饪行业30载，如今，高飞烹饪
的“飞奴鸽”、“海蜇头”被评为湛江名菜，
并多次在厨艺大赛中得大奖，曾经的小

“帮厨”一跃成为国内名厨。
高飞回忆说，小时候，父母经常外出

工作，早出晚归。为了不让妹妹饿肚子，
还没上学的高飞就学会了自己煮饭。“刚
开始是从煮地瓜开始的，还记得蒸汽把手
都给烫伤了。慢慢地自己做的菜得到了
家人的赞赏，成就感油然而生，对学厨的
兴趣便慢慢地培养起来。”回想起当年的
情景，高飞记忆犹新。

“以前我们是在大饭堂吃饭，小时没
事做，就到饭堂去看大人做饭。”那时，高
飞的父母在农场上班，农场改制后，妈妈
转以卖菜为生。当年海南的菜式品种少，
妈妈引进了很多当地没有的菜，正因如
此，小小年纪的高飞就懂得了很多菜式，
为他以后的学厨之路埋下铺垫。

初中时，高飞的亲戚在海边开了家饭
馆，寒暑假厨房师傅请假回家时，高飞便

到饭馆去帮忙做菜。1989年，19岁的高
飞高中毕业。他不顾家人反对，毅然走
上了学厨之路。学业结束后，高飞取得
了三级厨师证，并在一家星级酒店当“厨
杂小工”。

高飞意识到，要获得大的发展，需要
不断地向不同地方的师傅学习技艺。为
此，他走南闯北，先后在数家酒店任职，跟
随过海南、台湾、广州等地师傅学习厨
艺。“越往外走才越知道，饮食必须要入乡
随俗，与当地的文化相结合。”高飞说，不
断的尝试，为在湛江实现人生的“名厨”梦
想奠定了基础。

擦亮“中国海鲜美食之都”品牌

“做一碟好菜，除了要对食物选材本
身的习性有充分的了解，还得根据人的需
求来满足不同食客的不同饮食特点，这样
做出的菜才能经久不衰。”高飞说，例如粤
菜的特点就是要新、鲜、爽、脆、嫩、滑，冬
春浓郁、夏秋清淡。

正是对食材的精挑细选、对厨艺的精
益求精，高飞在不少厨艺大赛中屡获殊
荣。2009年，在世界名厨联合会举办的中
国地区比赛中，他烹饪的“红烧鸽子”获得
特金奖，并被中国烹饪协会评为“中国名
菜”。2010年，他代表湛江参加中国海鲜
烹饪大赛，在12个进入决赛的省市中脱颖
而出，捧得大赛银奖。

高飞说，参加比赛的菜式和平常经营
酒楼的菜式准备得有所不同，比赛中除了
卖相要好看，味道要好吃，还要动脑筋，考
虑评委的口味、菜式的创意以及掌握做菜
的时间等因素。

作为中国海鲜美食之都，湛江应如何
擦亮城市的美食文化品牌，高飞谈了自己
的见解：湛江靠海吃海，拥有丰富的海产
资源，在湛江吃海鲜，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但是如果湛江的海鲜要往外发展，必须得
在保留原汁原味的湛江海鲜特色上，继续
提高烹饪技艺。

“湛江是一座美丽的海滨城市，海鲜
质量上乘，驰名海内外，那为什么在湛江
有这么多家重庆酒楼、湖南湘菜馆，但外
地就少见以湛江命名的海鲜酒楼呢？”高
飞认为，其关键还是湛江的海鲜品牌还没
有打响，湛江的海鲜美食要“走出去”，除
了在烹饪技艺上下功夫，还要加强品牌建
设，打好湛江“生猛海鲜”牌，通过美食文
化、滨海资源，带动湛江滨海旅游发展。

名厨高飞的湛江情缘

高飞（中）分享烹饪心得。本报记者 林石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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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邓耀瑞 实习生郭可人）
8月5日，记者从市有关部门获悉，近年来
我市通过大力推进公办养老机构公建民营
改革，拓展智慧居家养老服务市场，拓宽农
村养老服务领域等举措，多元化推进医疗
养老精准服务，推动医疗养老服务工作高
质量发展。

在推进公办养老机构公建民营改革方
面，目前，廉江、雷州、遂溪已纳入省特困人
员供养服务公建民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试
点。其中，廉江已经成功招标，雷州、遂溪
公开招标工作方案已基本确定。五间区域
性敬老院现已基本完工正在筹备开业，市
养老服务中心按公建民营模式已经正式开
张运营。

同时，我市积极拓展智慧居家养老服
务市场。打造智慧养老信息服务平台，有
效整合服务资源、优化服务方式，满足老年
人多元化的服务需求。成立湛江市智慧居
家养老服务中心大力发展家政服务，为居
家老年人提供助餐、助浴、助洁、助急、助医
等定制服务。搭建的智慧居家养老服务信
息平台，构建“互联网＋智慧居家养老服
务”新模式，全面开通了12349智慧居家养
老服务热线，为居家老年人提供呼叫家政
服务和应急救援服务。目前，该中心已合
计整合社会养老服务商家40余家，12349
热线平台为湛江市老年人提供居家养老服
务咨询及上门服务达到2556人次。

此外，为积极拓宽农村养老服务领域，
我市鼓励民间资本、城镇资源投向农村养
老服务，并实行社会化营运，充分利用村集
体闲置资产，做实农村居家养老服务站点
建设项目，加大农村幸福院建设力度，建设
包括日间照料中心、老年活动站、托老所等
互助性养老服务设施。目前，已经建成
1594个农村居家养老服务站点。

我市多元化推进
医疗养老精准服务

本报讯（通讯员王志强 姚琪）8月5
日，笔者从广铁集团铁路部门获悉，为增加
旅客出行的便利，铁路部门自8月1日起
全面实行电子客票应用，扩大了电子客票
应用试点范围，其中，广州南、碧江、北滘、
顺德、小榄、东升、中山北、中山、珠海北、唐
家湾、珠海、古镇、江门东、新会、双水镇、台
山、开平南、恩平、阳东、阳江、阳西、马踏、
电白、茂名、吴川、湛江西等32个车站的车
票“无纸化”全面实行。

旅客通过12306官方客户端进行网络
购票后，可自行打印或下载购票信息单，信
息单会告知所购车票的车次、开车时间，座
位号等信息，但为保障旅客权益，信息单不
作为乘车凭证。进出站时，旅客凭借购票时
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人工通道
即可完成实名制验证、进出站检票手续。

据介绍，电子客票与现有的刷身份证
进站方式有所不同，现有的刷身份证进站
虽不以纸质车票为凭证，但若想取纸质车
票，可让铁路部门出具纸质车票；电子客票
是电子数据形式体现的铁路运输合同，意
味着已经彻底没有“取票环节”，铁路部门
不再出具纸质车票。

如果在乘车前丢失证件，旅客可到有
效身份证件的发证机构办理身份证明，凭
身份证明进出站乘车；如果在列车上、出站
前丢失证件的，需先补票，经车站按规核验
清楚后，旅客可在乘车日期之日起30日
内，凭客运记录、该有效身份证件发证机构
办理的身份证明、后补车票，到列车的经停
站办理后补车票与原票乘车区间一致部分
的退票手续。

湛江西等32个高铁站
全面实行电子客票

本报讯（记者邓耀瑞 通讯员曾思
源）8月5日，湛江市引调水工程相关协议
签约活动举行，市国资委、水务局、市水务
集团和粤海水务投资公司等有关各方签
订了湛江市引调水工程相关协议，多方一
道共同推动湛江市引调水工程项目建
设。目前，该项目前期准备工作已全面展
开，项目计划在12月份开工建设。

当前，我市主城区唯一地表原水水源
仍然依赖于雷州青年运河明渠进行输送，
由于种种原因，主城区面临供水不足和随
时断水的局面。重新构建湛江水安全网
络，建设一条安全封闭的输水管道对解决

湛江主城区饮用水安全意义重大。
据悉，该项目管道全长62.7公里，输

水能力111万m3 /日。新建湛江市引调
水工程，将鹤地水库的优质水源保质保量
引到湛江中心城区及副中心城区。

项目有关负责人表示，有关各方通过
相关协议的签订，进一步明确责任主体，
按照市委市政府的要求加快推进湛江市
引调水工程项目的建设，为湛江市高质量
发展提供更加坚强的供水保障。

湛江市引调水工程拟年底开工建设

本报讯（记者曹龙彬 通讯员卢进道
徐球健）日前，麻章区太平镇岭头村、六坑
村的16名优秀师生共赴佛山，开展为期七
天的考察以及“第二课堂”活动。

佛山传媒集团通过对帮扶对象——麻
章太平镇的岭头村和六坑村的现实情况深
入研判，将教育脱贫作为突破口之一，鼓舞
贫困学子的志气，燃起贫困家庭的希望，阻
断贫困的代际传递。佛山传媒集团的扶贫
工作不仅是物质扶贫，更注重智与志的扶
贫，并将“奖教奖学·志智双扶”融入到扶贫
方案中，对贫困学生中的优秀代表和优秀教
师进行奖励，并邀请他们来佛山考察学习，
开展“第二课堂”活动。七天中，师生们将体
验省非遗项目——藤编，参观佛山传媒集团
及佛山图书馆等活动。

通过以上举措，让师生们亲身感受社
会关爱，了解佛山城市新貌，体验先进科学
技术，拓展视野，增长见闻，雄其心，壮其
志，激发贫困学生努力学习改变生活的决
心和信心。

麻章贫困村优秀师生
赴佛山考察学习

本报讯（记者曹龙彬）日前，雷州市新
城街道在水店社区开展“无毒有我，与爱同
行”禁毒宣传活动，发放宣传资料1500余
份，营造全民参与、全民禁毒的浓厚氛围。

禁毒宣传进社区

全民参与
共除毒害

本报讯（记者何有凤 通讯员李彦
杰 梁利灵）8月 5日晚，“不忘强军初心
锻造南海铁拳”军地双拥文艺晚会在
91526部队礼堂举行，军地双方载歌载舞，
共叙鱼水深情。91526部队部队长邵曙
光、政治委员王占武，市政协副主席沈耀
参加活动。

欢快喜庆的舞蹈《鲜花的祝福》拉开了
晚会的序幕，《强军路上大步走》《放飞梦想》
和武术《精武报国》等精彩的文艺节目陆续
上演，男女声独唱、合唱、舞蹈、歌伴舞、小
品、武术表演等形式多样的节目，受到了官
兵们的热烈欢迎，现场掌声、喝彩声此起彼
伏，融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

“送文艺进军营”慰问演出活动由市
委宣传部、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市退
役军人事务局（市双拥办）等联合主办，市
歌舞团及各慰问部队承办。活动为驻湛
部队官兵送上了积极向上、体现军民鱼水
情主旋律、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代
精神、直面现实生活题材的文艺作品。今
年“送文艺进军营”慰问演出活动计划开
展20场，目前已开展11场，深受各部队官
兵欢迎。 军地双拥文艺晚会现场。本报记者 林石湛 摄

送文艺进军营 军地共叙鱼水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