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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文化4
五华县举行第三届广东省森林文化周
暨创建国家森林城市主题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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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广东省中医药

文化传播活动走进五华

本报讯 近日，第三届广东省
森林文化周暨五华县创建国家森林
城市主题宣传活动在长乐公园举
行。丰富多彩的活动让群众共享森
林文化“大餐”，共享生态建设成果，
进一步拓展森林文化内涵，彰显森
林文化魅力，助推五华创建国家森
林城市工作。

活动通过丰富的宣传资料、精
美的生物标本、生动的野生动物图
片展板等形式，图文并茂地向广大
市民普及本县创建国家森林城市、
全面推行林长制、野生动物保护、森
林防火、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等内容，
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观看。

活动现场还开展了“走进多彩
森林”主题课，组织学生认识公园
树木，同时将创森知识融进其中，
引导学生画出“我心中的森林”等
活动。

近年来，五华县通过实施“绿
美五华三年行动”、创建“国家森林
城市”、全面推行林长制，扎实推进
碳汇造林、森林景观带、森林进城
围城、乡村美化绿化四大工程，强
化森林资源保护管理，森林覆盖率
提达到 69.21%，县城建成区绿化覆
盖率达 38.12%，水岸林木绿化率达
到 80%以上，城市重要水源地森林
覆盖率达到 70%以上，生态环境越
来越好。

（文/陈园 陈光 图/万志鹏）

本报讯 近期，由省中医药局
主办，南方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医
院承办，五华县卫健局协办的 2021
年广东省中医药文化传播活动（梅
州五华站）暨五华县中医医院专科
联盟签约揭牌仪式在县中医医院
举行。南方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
医院院长李爱民，县领导邝逸平、
刘锐锋等参加活动。

启动仪式上，李爱民、邝逸平、
刘锐锋等一起见证两院共建专科联
盟合作签约，并为专科联盟揭牌，此
次专科联盟的主要治疗科目为肿瘤
科专科联盟和妇科专科联盟。

邝 逸 平 在 致 辞 中 表 示 ，通 过
举办中医药文化传播活动，将大
力推动五华县中医药健康文化理
念的弘扬和传播，促进民众普及
健康生活方式和提升中医药健康
文化素养。希望签约双方以此为
起点，通过专科联盟建设，持续提
升医院综合服务能力，带动五华
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五
华打造业兴人旺、长治民乐的“工

匠之乡·宜居五华”。
启动仪式结束后，南方医科大

学中西医结合医院专家教授团先
后来到县中医医院、河东镇府广场
开展义诊活动，并在县中医医院举
办专题学术讲座。

在县中医医院李有权门诊大
楼三楼，皮肤科、耳鼻咽喉科、妇
科、肿瘤科等专家诊室一字儿排
开，不少闻讯而来的群众早早排
起了队伍。

据悉，近年来，县委、县政府把
加快发展中医药产业发展摆在重
要的位置，坚持传承与创新并举的
发展战略，在深化医改中发挥中医
药特色优势，加大中医人才引进，
加强设备设施配套，发挥中医药特
色优势，建立起“县有中医院、镇有
中医馆、村有中医药服务”的三级
中医药服务网络，不断拓宽中医药
健康文化传播渠道，全县中医药服
务水平持续提升，成功创建为“全
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

(周扬 李嘉森)

本报讯 最近，人们会发现，街上的
摩托车、电动车行驶变得规范了，越来越
多驾驶员戴上了安全头盔，逆行、闯红灯
的现象少了。这样的转变，离不开我县
不断深化推进摩电整治。日前，县公安
局交警大队举行系统防范化解道路交通
安全风险暨摩电治理新闻媒体见面会。

在会上，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负责人
介绍了今年以来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持续
开展摩托车、电动车交通违法行为专项
整治工作的措施和成效。通过宣传引
领、打击并举的方式，进行全方位宣传，
使得“骑摩托要牌证、戴头盔、限两人、靠
右行”深入民心。针对未成年人驾驶机
动车这一交通违法行为，交警部门采取

“严查+教育”的方式，通过校警联合全力
推进校园交通安全整治，严查严处接送
学生摩托车交通违法行为；交警联合巡
警、特警、治安、派出所等多警种组成执
法小分队加强农村摩托车整治，每月不
定期到全县各乡镇开展农村摩托车整
治。通过整治，接送学生摩托车的违法
行为大大减少，农村交通秩序大大提

升。同时，为方便群众摩托车电动自行
车注册上牌和考取摩托车驾驶证，公安
交警大力推行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带牌
销售”和机动车驾驶人考试服务。截至
11月12日，全年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共上
牌的总量为10268辆，增长了54.68%，带
牌 销 售 摩 托 车 6365 辆 ，占 总 量 的
63.82%,另外，交警大队共受理摩托车驾
驶人考试3602人，增长率达25.15%。

会上，县应急管理局、县市场监督管
理局、县交通运输局、县教育局负责人结
合各自的职能介绍了系统防范化解道路
交通安全风险特别是摩电治理的做法、
成效和今后的打算。与会各单位还回答
了新闻媒体的提问。

接下来，公安交警部门将继续联合
各相关单位密切配合，一方面继续加大
摩电宣传、整治力度，进一步提高市民安
全出行意识，另一方面也将继续加大便
民利民措施，尽可能最大限度把候考积
压人员化解，使市民能尽早办理好手续，
做到牌证齐全、安全出行！

（张广南 黄婷）

本报讯 日前，由番禺区融媒
体中心、民政局、慈善会、敏捷集团
及学生代表等组成的交流团一行到
五华，组织开展了以“以诗为马 逐梦
远方”为主题的中小学生诗词文化
交流公益行活动，县领导招业斌参
加活动。

交流团一行首先来到双华镇
第一小学，进行改造工程项目捐
赠仪式，现场参观新竣工的教室
宿舍楼；随后前往双华中学，观看
了新建成的敏捷阳光运动场，举
行番禺·五华中小学生诗词文化
交流会，通过观看视频、谈感受、
名师授课、自由交谈等环节，营造
了浓厚的学习氛围，让大家徜徉
在诗歌的海洋里，尽情领略诗词
文 化 的 魅 力 。 两 地 学 子 欢 聚 一
堂，以诗会友，交流结束后互留通
信方式，纷纷用一张张合照记录
下了彼此之间的珍贵友谊。

交流团一行还来到了双华竹山
村、五华县奥体中心的党史学习教
育基地、足球科技馆等地，用心感受
五华身为红色苏区县和被誉为“足
球之乡”背后的那一份厚重的历史
文化底蕴；在五华县技工学校，从学
校负责人的介绍里，了解“三项工
程”建设情况，体悟五华特色美食文
化；最后前往水寨中学小都校区，进
行校园参观，与番禺支教老师进行
交流。

此次活动的目的在于持续推
动诗词文化在番禺区、五华县两
地的交流，更好地传承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颂扬红色革命精神，拉
近番禺、五华两地学子的心理距
离，让青少年一代近距离感受对
口帮扶、乡村振兴、脱贫攻坚战的
胜利成果，开启新时代共同富裕
新征程。

（陈宝驹 杨林沣）

本报讯 近期，梅州市文化广
电旅游局按程序组织综合评定并完
成公示，确定了中国内地现代足球
发源地一五华元坑遗址景区、五华
县双龙山旅游区两家单位为国家3A
级旅游景区。

中国内地现代足球发源地一
五华元坑遗址景区复建了中书院、
原足球场、东门、西门、环山跑道等
旧址，新建了瞭望台、毕安和边得
志雕像、游客服务中心、现代足球
之路、师德园、现代足球文化启蒙

园和景观道路等景区设施，于 2021
年 1月 16日正式对外开放。

五华县双龙山旅游区主要以
生态农业、林业、田园综合体休闲
观光为主，以古建筑、传统村落为
重点，着重以双龙山旅游景区为载
体，宣传当地历史与人物。目前景
区内生态餐厅、木屋住宿、茶园观
光、百果园采摘、儿童游乐场、码头
赏鱼、水上游乐、呐喊喷泉等项目
已经落成。

（张广南）

新桥革命烈士纪念碑位于五华
县华城镇新四村指前岭上。

新桥是具有光荣传统的革命
老区。早在辛亥革命时期，一批有
识之士就参加革命党人领导的光
复斗争。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
普 遍 建 立“ 乡 村 农 会 ”和“ 赤 卫
队”，进行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斗
争。抗日战争时期，于 1939 年冬
建立中国共产党新桥支部，领导人
民组织“青抗会”“抗日醒狮队”掀
起轰轰烈烈抗日救亡运动。解放
战争时期，中共新桥支部领导贫苦
农民成立“地下穷人会”“地下民
兵”等组织，筹枪筹粮，建立武装斗
争据点，发动党员和进步青年英勇
投入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新桥优秀儿女又参加抗美
援朝和对越自卫反击战。在长期
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中，新桥有 12 位英雄儿女献出宝
贵的生命。

1995 年冬，新桥镇人民政府为
纪念该镇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和
为革命牺牲的烈士，筹资兴建新桥

革命烈士纪念碑，于 1996年 5月 27
日落成。该纪念碑坐东朝西，总长
15.8 米、宽 14.6 米，占地面积约 231
平方米。纪念碑基地填高 1.1 米，
四周用石块砌筑，呈四方形。正、
左、右面设置有九级台阶，外围 0.8
米高的钢筋水泥柱、栏板。碑立在
基地正中，钢筋水泥浇筑，分上、
中、下三段，总高 12 米，呈现代高
楼式，为四角梯级攒尖顶。上为四
角梯级攒尖顶，顶置圆球体，外贴
瓷板；中为纪念碑主体，边宽 2 米、
高 8 米，呈长方形，正面嵌灰色石
板，上面阴刻原中共后东特委书
记、广东省政协原主席梁威林题书

“新桥革命烈士纪念碑”，其余外贴
白色瓷块；下为基座，基座正面嵌
刻着在革命战争中牺牲的戴日章、
曾占先、巫亚涛、王兴、郭力、钟志
豪、戴志光、王庆章、刘正、李焕、
郭 胜 忠 、李 俊 贤 等 12 名 烈 士 简
介。护栏板左边内侧嵌写碑记，其
内容有新桥革命烈士纪念碑筹建
委员会名单、承建单位和捐款芳名
录。保存现状完好无损。

本报讯 日前，广东省作家协会“红
色文学轻骑兵”公益活动在县城举行。
这场别开生面、精彩纷呈的文化大餐让
我县文学创作者进一步明确肩负时代责
任，推动文艺繁荣。

活动中，著名作家、广东省作协九届
主席团成员、广州市文艺报刊社原社长、
总编辑鲍十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围绕《小

说诸元素》为主题，从主题，人物故事，结
构，语言，如何评价，五个元素作了详细讲
解。他认为，小说是从无到有的综合。好
的小说离不开立足于生活，对社会图景丰
富细腻的描写、对生活的多角度呈现和对
人物的多方面塑造。

鲍十、徯晗还与参加活动的作家和
文学爱好者进行热烈的互动，为他们解

惑释疑，厘清文学创作中的模糊观念，
特别是回答了有关面对新形势，作家如
何在找准位置，不随波逐流，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紧扣时代主旋律，创作出更
多更好的文学作品的提问，让大家很受
启发。

“红色文学轻骑兵”活动是广东省作
协系统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精神的举措之一，也是省作协连续多
年举行的文学下基层、文学惠民活动。
与名家零距离的学习交流，让我县文学
创作者受益良多，他们表示，今后一定会
更加努力地创作反映自己身边乡村振兴
取得的新变化新面貌，歌颂党的好政策
的文学作品。

（孔清泉 谢国泰）

南方＋全媒体讯 近日，五华退役
军人古其庆、陈灼来等 4人来到五华县
退役军人事务局，送上一面大红锦旗，上
书“热心为涉核(铀)老兵评残服务”，借此
对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为他们解决评残事
宜表达诚挚的谢意。

据悉，这 4 名退役军人曾在部队
从事铀矿开采，为我国国防事业作出
了贡献。特殊的工作性质，导致这些
老兵染患辐射性关节炎、甲状腺等疾
病，严重影响着他们的生活。他们到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申请办理退役军
人评残，受到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
人员的热情接待。工作人员向他们
仔细询问有关情况，耐心解释《军人
抚恤优待条例》《伤残抚恤管理办法》
和《军人残疾等级评定标准》等有关

政策，积极与医疗机构及上级业务部
门沟通协调，开出介绍信让他们到指
定的医疗机构鉴定，并按照相关程序
及时上报有关医疗材料。经逐级评
审，最终评定古其庆、陈灼来等 4 人为
十 级 残 疾 军 人 ，享 受 定 期 抚 恤 金 待
遇。

挂在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上的这面
锦旗，是对五华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评
残工作的一种认可和鼓励，同时也是
一种鞭策。自成立以来，五华县退役
军人事务局一直秉持着递上一杯热
茶、迎上一个笑脸、办好一件实事的
宗旨，切实让符合国家政策规定的退
役军人享受国家实实在在的优抚政
策，着力营造全社会尊重尊崇、关心
关爱退役军人的良好氛围。

我县召开系统防范化解道路交通安全风险

暨摩电治理新闻媒体见面会

省作家协会“红色文学轻骑兵”送文化大餐到基层

热心为老兵评残 退役军人送锦旗表谢意

番禺·五华县中小学生诗词

文化交流活动在双华中学举行

我县新增两个国家3A级旅游景区

新桥革命烈士纪念碑新桥革命烈士纪念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