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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华好人朱利剑：

我县各中小学开展丰富多彩文艺汇演庆元旦

有这样一位热心人，常怀一颗乐于
助人的心，十余年如一日，默默地帮助
着身边的人，用善良和真诚谱写着世间
最美丽的诗篇，他就是“五华好人”“五
华县最美志愿者”现任五华县应急救援
协会会长的朱利剑。

当记者见到朱利剑时，他正在制作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的PPT，他告
诉记者，作为县应急救援协会的会长，
经常都会组织队员们到社区、学校、公
共场所等地进行救援方面的相关知识
培训和宣传，同时也经常会到全国各地
去进行救援。

他不仅无偿参加救援，还经常自
掏腰包购买紧缺的装备物资和解决各
位队友的食宿问题。不管狂风暴雨，
严寒酷暑，他每次都亲自带队、指挥、
上阵，全身心投入到救援一线当中。
特别是在今年 7月份，河南省连降暴雨
导致多地受灾，应河南省有关部门的
邀请，根据市、县有关部署和要求，五
华县派出朱利剑与梅州市应急志愿者
协会救援队组成 3 车 10 人的救援队

伍，并携带救援物资和装备星夜驰援
河南省。

通过此次的救援行动，让朱利剑一
行人更加坚定了走这条救援公益道路。

这几年来的志愿服务充满艰辛，充
满汗水，同时也取得了成绩，得到了社会

各界的认可和赞美。朱利剑也表示，在
以后的日子里，他将继续发扬志愿精神，
以兢兢业业、勇于担当的作风，为五华县
应急救援协会默默奉献，为自己的生命
章节写上美好一页。

（张广南 周城）

南方+全媒体讯 日前，由五华县文
联、梅州市美术家协会、五华县美术家协会
指导，温治邦版画研究会主办，五华县文化
馆、东灵博物馆协办的“五华县第一届版画
作品展”开幕式在五华县文化馆举行。

五华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敬
东，五华县文联主席张汉章，嘉应学院
林风眠美术学院院长、梅州市美术家协
会主席张志祥等领导嘉宾，以及各界文
艺家和版画爱好者们参加了此次活动。

张汉章指出，举办这次展览，既是
五华县温治邦版画研究会成立 3年来
会员创作成果的一次全面展示，也是贯
彻落实第十一次全国文代会的具体行
动。这次版画作品展的成功举办，对进
一步激发温治邦版画研究会广大会员
的创作热情，促进五华版画艺术的繁荣
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张志祥表示，本次版画作品展览不
乏精品力作，不少作品曾参加国内各种
版画比赛并获奖，整体水平较高，相信
五华版画创作一定会越来越好。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版画家协
会会员温治邦也作了发言。八十九岁高
龄的温治邦在晚年依然为版画艺术贡献
自己的光和热，为五华版画发展劳心劳
力，看到自己为之奉献一生的版画艺术终
于后继有人，也算是了却他的一桩心愿。

据画家钟林泉介绍，这次版画作品
展览还展出了几幅安流中学高中学生

的优秀版画作品。他向现场观展的学
生认真讲解了版画创作的技艺特点与
制作过程。

美术爱好者邓惠霞老师说:“这是
我们五华县第一次举办版画作品展，这
些展览作品给我带来的感觉就是四个
字：惊叹，惊艳！比如这幅《足球梦》，人
物刻画非常细腻，表情丰富，体现出作
者深厚的绘画与刻画功底。前几天梅
州客家队冲超成功，这幅画很应景，非
常有意义。我也一直在学习美术，希望

以后可以和这些画家们学习版画。”
此次展出的44幅作品，主题鲜明，立

意高雅，造型生动，形象饱满，体现了五华
版画人对社会发展的密切关注、对时代进
步的热情讴歌。全县广大文艺家们深入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和中国文联第
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创作出更多反
映时代新气象、讴歌人民新创造的新时代
文艺精品，为高质量构建“一城两带四区”
发展新格局，打造业兴人和、长治民乐的

“工匠之乡·宜居五华”作出新的贡献。

本报讯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
为了营造喜庆热闹、文明祥和、温馨和
谐的节日氛围，我县各校团委、少先大
队纷纷以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辞旧迎
新，使广大团员青年、少年儿童在节日
中展示才艺和锻炼身心，带领孩子们
展望美好的未来，树立远大的理想，增
强孩子们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
感，让学生在德智体美劳各方面都得
到均衡的发展。

金牛欢歌辞旧岁，威虎起舞迎新
年。12 月 30 日下午，岐岭镇中心小
学在岐岭镇第一小学足球场举行了
主题为“文化凝聚力量，艺术点燃梦
想”的第一届文化艺术节颁奖典礼暨
2022 元旦文艺汇演，岐岭镇中心小学
一年来主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通
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艺术活
动，进一步丰富我镇校园文化生活，
引导学生向真、向善、向美，得到全面
和谐的发展，从而推进校园精神文明
建设，提升校园文化内涵，争创省级
文明校园。

当晚，五华中英文实验学校体育
馆内同样一片欢腾。这里正在举行
五华中英文实验学校第二届体艺节
暨 2022 年元旦”求索创新，绽放梦想

“文艺晚会。同学们都挥舞着手里
的 荧 光 棒 ，脸 上 洋 溢 着 欢 乐 和 喜
悦。交响乐《加勒比海盗》《勇往直
前 进 行 曲》以 及 开 场 舞《春 天 的 畅
想》拉开了晚会的帷幕。紧接着，侯
建伟校长做新年致辞，回顾了 2021
年的收获，并展望 2022 年五实的发

展，声声寄语铿锵有力，赢得现场领
导 嘉 宾 及 学 生 和 家 长 们 的 阵 阵 掌
声。随后歌舞、快板、武术、古筝、钢
琴 、英 语 剧 ，情 景 剧 等 节 目 轮 番 上
阵，台下掌声一阵高过一阵。临近
尾声，高二年级全体学生带来的大
合唱《黄河长流 鸿鹄高飞》让现场气
氛再掀高潮。最后，全体参演师生
合唱《明天会更好》，给本次晚会画
上了圆满的句号。

（县教育局）

本报讯 “我志愿、我服务、我快
乐、我成长”志愿者们秉着无私奉献的
精神为社会默默地贡献着力量，传递正
能量。近日，让爱回家志愿者协会在粤
东农批市场E5区开展揭牌仪式。

让爱回家志愿者协会是我县第一
个线上线下网络寻亲平台，2019年组建
团队以来，团队通过救助流浪弱势群
体、济困助学、慰问退役军人、慰问特助
智障贫困学生等系列志愿活动，两年来
开展活动 390多场，成功救助近百位走
失老人与小孩。

让爱回家志愿者协会会长陈胜华
告诉记者，该协会现有队员 800多人，
创始至今救助 96个流浪失踪人员，分
别有广西吉林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等地
区。

随后，志愿者负责人在致辞中回顾
了近年来志愿服务工作成效，并就志愿
者服务活动中心建成后运行更好发挥
作用提出希望。工作室成立，标志着让
爱回家志愿服务工作将要步入制度化、
规范化、常态化的轨道，为志愿服务组

织、志愿服务者搭建更广阔的发展平
台，倡导志愿服务理念，弘扬志愿服务
精神，传播志愿者文化，营造良好社会
氛围。

陈胜华会长表示他们的服务宗旨
是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秉承志愿服务宗

旨，人人付出爱，人人传递爱，人人得到
爱，不抛弃不放弃的理念，接下来工作
室的成立，也是为社会打造不一样的红
色精神文化，文明践行，希望社会再无
流浪人员，人人都有一个家。

（周城 谢国泰）

百安双利屋——五华县农军指
挥部旧址位于五华县潭下镇百安村。

百安双利屋——五华县农军指
挥部旧址是中共五华县特别支部委
员陈汉才的旧屋。1926-1927年，古
大存等领导的五华县农民协会办事
处和五华县农民自卫军指挥部曾驻
于此。当年，县农民协会办事处设在
左横屋第一间，古大存住该横屋后边
第二间。古大存在这里具组织领导
全县农民运动，开展“二五减租”，组
织领导农民武装，与地反武装开展斗
争。蒋介石“四·一二”叛变革命不
久，县农军撤离双利屋。

百安双利屋——五华县农军指
挥部旧址于清道光三十年（1850）建
造，是当时的富户陈双利建造，原屋
结构为两堂两横一围龙。双利屋曾
作为县农会及县农军指挥部，驻扎一
年有余，后被国民党当局放火烧毁，
仅剩残垣断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由政府按原貌修复，故今日所
见皆为复筑之舍。建筑形制上三下
三，二横一围龙，坐西北向东南，背依
竹林，前有半月形池塘，塘外稻田，颇
有田园意趣。面宽 31 米，进深 14.8
米，占地面积 459平方米，泥砖夯墙，

悬山瓦顶，砖木结构。正门、横门除
用木门以外，还有硬木横木闩，门角
设垛眼，檐头用麻石条铺筑；天井用
鹅卵石铺筑，设有蟹、虾、白鹤图案。
百安双利屋正前方 300米处的上岭、
下岭各建有哨楼一座。保存现状一

般，屋内日渐破败，堂屋天井及横屋
天街已是杂草丛生，多处瓦漏，桁桷
断裂。

百安双利屋——五华县农军指
挥部旧址于 2010年 12月公布为五华
县文物保护单位。

本报讯 摩托车带牌销售业务受理
点的设立是一项便民惠民的措施，从源头
上杜绝了无牌无证摩托车上路行驶，有效
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让群众能放心
购买符合国标目录产品车辆，快捷办理注
册登记业务。目前，全县摩托车带牌销售
点已逐步覆盖各乡镇，五华交警真正把便
民利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日前，记者走进位于华一路的亿豪
摩托车贸易有限公司，这是我县设立的
第 3家摩托车带牌销售点。市民李通
云在朋友的陪伴下，在这里认真挑选好
心仪的摩托车，选好了车牌，将证件委
托给销售人员并缴纳款项，半小时左右
工作人员办好了全部手续，为摩托车上
好了牌，李通云第一时间就可以开开心
心地把新车开回家。

亿豪摩托车贸易有限公司经理李华
基告诉记者，公司为所有前来购买摩托
车的市民，一对一为提供高效优质服务，
市民只要准备好身份证到带牌销售点就
可以买到带牌的摩托车，由商家上传资
料备案入户，避免了市民所购买的车辆
不符合国家标准而无法入户，也避免了
购车后因为办理上牌需要到保险、税务
等部门多次往返的繁琐事情，实现购车、
上牌“一站式”服务，省时省力又安全。

据了解，摩托车带牌销售是五华交
警车管服务工作关口前移，解决服务群
众“最后一公里”的务实举措，通过开放
绿色通道，缩短车牌入牌时间，从源头上
规范和优化了摩托车的管理，将有效遏
制无牌无证摩托车上路行驶的现象。

同时也提醒大家，虽然购买摩托车
有了牌照，但驾驶人必须具有驾驶资格
才能上路，要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安全
文明出行。各位车主在享受便利的同
时，一定要严格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
规，驾驶机（电）动摩托车做到“有牌
证、戴头盔、靠右行、不超员”。

（图文/李群 吉文波 谢国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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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爱回家志愿者协会揭牌

五华县志愿者首个线上线下寻亲网络平台成立

五华摩托车带牌销售点逐步覆盖各乡镇

购车上牌“一站式”服务受惠群众

发扬奉献精神
为社会传递正能量

五华县第一届版画作品展开幕

激发创作热情
促进五华版画艺术繁荣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