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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3 社区视窗

珠江时报讯（记者/朱明

菲 通讯员/卢淑娴 摄影报

道）9月30日，九江镇华光

中学举行广东省“巾帼文明

岗”挂牌仪式，该校语文教

研组获得省级“巾帼文明

岗”荣誉称号。

“希望你们珍惜荣誉，再

接再厉，发挥‘设一个岗、带

一批人，挂一个牌、树一面

旗’的作用，进一步开拓进

取、争创一流，展现巾帼风

采，奉献巾帼之力。”仪式上，

南海区妇联副主席付萍向华

光中学语文教研组表示祝

贺，同时希望语文教研组所

有女教师继续推进各项教育

教学活动，进一步增强教书

育人的使命感、责任感，充分

发挥示范作用，勇创佳绩，再

创辉煌。

“你们不但做到家庭事

业两兼顾，而且在岗位上做

出成绩，是九江妇女的一面

旗帜。”九江镇委委员、镇妇

联主席刘莉华肯定了华光中

学语文教研组为教育事业发

展作出的贡献，并鼓励她们

再接再厉。

语文教研组老师崔秀竹

表示：“语文组是学校的一大

科组，每个老师爱岗敬业、勤

教力学、乐于奉献、关爱学

生。获得省级‘巾帼文明岗’

这一殊荣，我们倍受鼓舞，将

更加用心教书育人，为教育

事业添砖加瓦。”

为表彰先进、树立榜样，

引导和激励广大妇女在常态

化疫情防控中加快推进生产

生活秩序全面恢复，在助力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工作中建

功立业，广东省妇联决定授

予150个岗位2019年度广

东省“巾帼文明岗”称号，南

海区有2个岗位获此殊荣，

其中一个便是九江镇华光中

学语文教研组。

华光中学语文教研组共

有教师25名，六成是女性，

优秀老师不少。其中，崔秀

竹被评为广东省“教书育人

优秀教师”；陈文德被评为佛

山市优秀青年教师、优秀班

主任；杨彰佳两次被评为南

海区优秀校长，还被评为南

粤优秀教师……

这些教师在语文的教

育教学、教研教改中，甚至

在学校的管理中发挥了巨

大的作用，以老带新，以新

促老，是一个锐意进取、团

结合作的集体。在日常工

作和生活中，她们弘扬自

尊、自信、自立、自强的精

神，主动承担学校教学的重

担，勇于创新，拓展思路，成

绩突出，因而被广东省妇女

联合会授予“广东省巾帼文

明岗”的荣誉称号。

珠江时报讯（记者/朱明

菲 通讯员/叶自丰）10月12

日，九江派出所联合九江市

场监督管理所走进多家餐饮

门店，开展拒食野生动物宣

传活动。

活动中，民警仔细检查

了各餐饮门店是否存在非法

经营野生动物的现象。“我们

卖的东西都来自规范的进货

渠道，并且手续齐全。”九江

一家饭店负责人告诉民警，

饭店一直严格按照国家法律

法规经营，从来不敢越界。

“没有需求，就没有买

卖，也就没有杀害。”每到一

处，民警都向在场人员宣传

保护野生动物的相关法律法

规。民警告诉每一位在场群

众，野生动物是人类的朋友，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

成部分，同时，野生动物可

能是寄生虫和病毒的携带

者。为了自己和家人的生

命健康安全，也为了生态平

衡和生物多样性，我们不仅

要拒绝食用“野味”，更要拒

绝交易“野味”。

此外，民警还向大家发

放野生动物保护宣传资料，

并张贴宣传海报，通过图文

并茂的方式，提高群众和餐

饮业经营者的法律意识，引

导大家树立符合公序良俗的

消费饮食观，自觉抵制食用

野生动物的违法行为。

“我老家在偏远山村，

小时候经常在大人的带领

下，到山里抓捕蛇、野兔和

竹鼠等野味吃。这些年，

随着相关部门加大宣传力

度，特别是经过这次新冠肺

炎疫情，大家都不会再去猎

捕及食用野生动物了。”饭

店员工小郭表示，他不仅要

从自己做起，还要向亲戚朋

友宣传食用野生动物的害

处，大家一起管住嘴，拒绝

吃“野味”。

下一步，九江派出所将

继续加强与市场监管等部

门联动，开展大范围、全方

位、高密度的宣传。民警呼

吁广大市民，从自身做起，从

点滴做起，保护野生动物，拒

食野生动物，拒售野生动物，

争做文明公民，促进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携手共创人类

与野生动物和谐共存的美好

家园。

“潮起·新墨”2020年九江镇文艺精品展将展出至10月25日

来吴家大院赏书画摄影佳作

文/图珠江时报记者沈芝强通讯员曾昭弘梁平

10月10日，“潮起·新墨”

2020年九江镇文艺精品展开

幕，即日起，近100幅美术、书

法、摄影等精品作品在吴家大

院展出，展览截至 10 月 25

日，欢迎广大市民前来观展。

以展览鼓励艺术创作
当日上午，南海区委宣传

部副部长、区文化广电旅游体

育局副局长蔡楚茹，九江镇委

委员卢明，南海区文学艺术联

合会主席、区作家协会主席吴

彪华等为美术书法摄影精品展

剪彩，本次展览以吴家大院旅

游景点为平台，让更多市民、

游客可以便利地欣赏到好作

品。

展出作品包含了九江美术协

会、九江书法协会、九江摄影协会

会员在各级比赛中获奖的作品。

据不完全统计，2019年九江镇各

文学艺术类团体在国、省、市、区

比赛中获得奖项100多件。

近年来，九江镇文化发展中

心举办了美术、书法、摄影、文学、

曲艺等公益培训班、艺术创作提

高班，深受广大群众欢迎。“文化

发展中心一方面通过惠民培训，

让更多人参与进来，营造浓厚的

儒林文化氛围；另一方面通过专

业提升培训，让有基础的市民得

到提升，并创作出更优秀作品。”

九江镇文化发展中心主任徐雅表

示，本次展出的作品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有筋骨、有道德、有温

度、有岭南特色，欢迎广大市民前

来参观，时间为即日起到10月25

日。

“本次展览旨在鼓励文艺创

作者不断提高创作水平，创作出

更富有内涵、更接地气的作品。”

徐雅表示，下阶段将以多种形式

展示作品，营造浓厚的儒林文化

氛围。

诗词集《儒林撷英》发布

“村前古树绕长桥，碧水如烟

挂绿绦。欲问童雏何所在，声声正

道响云霄……”当日开幕式上，古

体诗词集《儒林撷英》正式发布。

九江素有儒林之乡的美誉，

南海儒林笔会已成立30多年，有

一批活跃的文学爱好者。为进一

步激发文学爱好者的创作热情，

提高他们的水平，2018年，九江

镇文化发展中心联合南海儒林笔

会举办了两期古典诗词研习班，

每周日上午在吴家大院授课。“研

习班吸引了很多文化爱好者参

与，极大地提高了大家的创作热

情。”南海儒林笔会会长张锦然

说，学员们对古典诗词的认知从

普遍的单一背诵，提升到掌握基

本格律、用韵与写作手法，并能依

据韵律规则进行创作。

为了鼓励本地诗词爱好者创

作，南海儒林笔会选取了学员们

创作的部分习作，同时征集了多

位九江诗词界前辈的作品，结集

成古体诗词集《儒林撷英》，录入

作品285首。

卢明表示，儒林文化是九

江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此次

展出的作品从独特的视角、用

细腻的笔法，生动记录并永久

定格了九江优美壮丽的自然风

光和浓郁厚重的人文历史，成

为展示九江地域特色的重要窗

口，有力地提升了九江的文化

影响力。

华光中学语文教研组
获评省“巾帼文明岗”

民警走进餐饮门店
宣传拒食野生动物

珠江时报讯（记者/何万里 通

讯员/梁平 摄影报道）“火龙来

了！”今年中秋期间，在九江镇上东

社区，村民们用稻秆扎成龙身形

状，用手工卡纸粘贴成龙头，配上

灯饰，插上燃着的香，由几个小孩

舞动火龙，走街串巷，重现传统文

化的独特魅力。

“除了赏月、吃月饼、玩花灯，

还有舞火龙，这是非常有意思的

事情。”中秋期间，上东村民张璞波

全家人动员起来制作火龙。张璞

波认为，重现舞火龙习俗，不仅可

以向邻居传递喜庆祝福，还能培

养孩子们保护传统文化的意识，

非常有意义。

张璞波一家早早准备好材

料。“火龙成本价很低，火龙舞完之

后便舍弃，来年重新再扎。扎火

龙的工艺与舞火龙的动作都没有

特别讲究，这次为了让龙头更栩

栩如生，我们用的是手工折纸粘

贴而成，立体感更强。”

扎火龙虽无定法，但每条火

龙都要经过类似的流程才能“生

成”。据了解，佛山传统火龙的龙

身要用两公分粗的麻绳或者采集

一种俗称“马屎藤”的植物作为龙

筋，龙筋是整条“火龙”的支撑，然

后折榕树枝扎成龙身，圆形的榕

树叶作为龙鳞，取榕树根须作为

龙须，带叶的榕树枝作为龙尾。

龙头、龙角则需要用铁条烧焊成

架子，装饰树枝树叶，手电筒作为

龙眼。至此，火龙的基本框架就

扎起来了。

以前，舞火龙是佛山人中秋

节最富传统特色的习俗，每年农

历八月十五，各地都会举行盛大

的舞火龙活动。火龙有的长达

几十米，用珍珠草扎成长长的龙

身，插满长寿香。中秋之夜，村

里小巷，一条条蜿蜒起伏的火龙

在灯光与龙鼓音乐中欢腾起舞，

热闹非凡。

九江中秋舞火龙的起源还

有过一段传说：很早以前，在一

次风灾袭击后，出现了一条蟒

蛇，四处作恶，村民们四出搜捕，

终于把它击毙。不料次日蟒蛇

不翼而飞，数天后，九江便发生

瘟疫。这时，有乡亲父老忽获菩

萨托梦，说是只要在中秋佳节舞

动火龙，便可将瘟疫驱除。事有

巧合，此举竟然奏效。从此，舞

火龙就流传下来。

后来，经过几百年的传承与

演变，舞火龙还被赋予了传宗接

代的生育意义，这其实是农耕社

会对劳动力需求的一种祈祷。

而今，佛山已逐渐城市化，舞火

龙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并作为

节日民俗活动丰富群众的文化

生活。

“以前舞火龙都是村民自发

组织，然而随着城市现代化的发

展，很多中秋习俗已经消失，多数

人过中秋节就是吃月饼看电视，

忘记了中秋原本是一个热闹狂欢

的节日。”张璞波说，希望中秋夜居

民放下各种俗务，打开各家各户

的铁门，一起走到乡村广场，乡邻

之间相互聊天，看夜色迷蒙，在烟

雾弥漫处，火龙狂舞，重拾内心的

一种感动。

九江上东社区村民在中秋期间重现舞火龙习俗

村民动手扎火龙 传统文化舞起来

■开幕式现场，书画爱好者即兴挥毫。

■市民欣赏艺术作品。

■孩子们舞动“火龙”。

■华光中学语文教研组省级“巾帼文明岗”牌匾揭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