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1月8日 星期五

责编 吕翠华 美编 杨淑萍
美编助理 霍笑芬

2021年1月8日 星期五

责编 吕翠华 美编 杨淑萍
美编助理 霍笑芬

C02C02 城事城事

珠江时报讯（记者/彭燕燕）

1月1日晚，中央电视台十套《探

索·发现》之《匠人匠心》（三十

九）聚焦佛山手艺，来自狮山罗

村的吴深龙父子在节目中通过

一张张千锤百炼的金箔，讲述了

狮山非遗匠人的匠心故事。

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吴

深龙的父亲吴宝光在狮山镇罗

村创建了联和金箔锻造厂。吴

宝光是原佛山“昌盛号”金箔行

的老艺人，师承佛山金箔锻造技

艺的第一代传人黄权成。在父

亲的影响下，吴深龙从18岁开

始学习金箔锻造技艺。

从一克黄金变成一张张薄

如蝉翼、光亮柔软的金箔，至少

需要7天，其间要经过配比、熔

金、拉薄、打铠、切箔等十几道工

序，大部分是慢工细活。多年

来，他一直坚守这门手艺，在父

亲以及原佛山“昌盛号”金箔行

多位老艺人的指导下，成为极少

数掌握全套金箔锻造技艺的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吴深

龙开始教授徒弟，并根据自己所

学，改进金箔锻造流程，其所摸

索的配方和工艺流程，极具特

色。2012年，这门拥有传统技

艺和独有配方的金箔锻造手艺，

被列入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2014年，吴深龙被评为

广东省唯一一位金箔锻造技艺

传承人。

后来吴深龙将手艺传给儿

子吴炜全。出生于1986年的吴

炜全，是听着“叮叮当当”的锻造

声长大的，但大学所学专业为商

贸英语的吴炜全刚开始并未想

传承父亲与爷爷的这份手艺。

大学毕业后工作的半年时间里，

吴炜全时常抽空回来帮父亲，这

让他渐渐意识到，爷爷和父亲一

直坚守的技艺，如果在自己这里

断了未免太可惜。于是，2009

年他辞去工作，决定一心一意传

承金箔锻造技艺。

在学习的过程中，吴炜全也

会不断地思考总结，改进方法提

高效率。如今，吴炜全不仅掌握

了全套的金箔锻造技艺，更不断

尝试为这门古老的手艺注入一

些新活力，现在，父子俩除了继

续为庙宇贴金箔，还扩大了金箔

的应用范围，尝试开发一些小件

的金箔饰品，如木梳、书签、挂饰

等。2018年，吴炜全成为广东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金箔

锻造技艺的佛山市级传承人。

过去，金箔锻造的技术都是

在家族中传承，这几年，父子俩

陆续开设一些公益课堂，希望可

以打破壁垒，让更多人接触这门

手艺，也让更多人了解金箔锻造

的文化。

珠江时报讯（记者/马一右

通讯员/陈韶英 摄影报道）派发

护河宣传单张、拾捡垃圾、分享

活动心得……1月1日至2日，南

海区小塘仁德志愿服务队、狮山

孝德家义工服务队分别组织志

愿者开展 2021 年首次巡河活

动，向市民宣传护河治水理念。

志愿者分三路洁堤护河
1日下午2时至晚上8时，南

海区小塘仁德志愿服务队组织

30余名志愿者，分三组分别走进

狮山镇新境村、佛山大堤小塘

段、狮山镇小塘公园及万民广场

等地，开展“传承志愿精神，爱护

环保我先行”洁堤护河志愿服

务。

其中，第一小组志愿者来到

新境村新境市场，逐个向摊主派

发护河治水宣传资料；第二小组

来到佛山大堤小塘段捡拾垃圾，

巡查北江河道环境状况；第三小

组依次来到狮山镇小塘旧街、小

塘公园、万民广场、新城区等地，

向行人、沿街店铺派发宣传资

料。巡河、宣传行动完成后，所

有志愿者一起学唱《佛山河长之

歌》，畅谈活动心得，为下一次开

展活动积累经验。

据介绍，2020年，南海区小

塘仁德志愿服务队共组织开展

洁堤护河活动逾40场次，参与人

数达1000人（次）以上。“传承志

愿精神，爱护环境我先行”洁堤

护河项目被评为“南海区最佳志

愿服务项目”，该志愿队也获得

了“南海区杰出志愿服务团队”

称号。

“我们每周都会开展一次

洁堤护河活动，还会组织亲子

家庭绘画比赛、爱水护水宣讲

进社区等活动，提高群众保护

河流、爱护环境的意识。”该志

愿服务队相关负责人杨祖益呼

吁更多人加入洁堤护河行动，

为美好生活环境的打造贡献一

份力量。

乱扔垃圾情况减少
2日上午8时，约30名大小

志愿者戴着口罩，手拿垃圾袋、

火钳等工具，集合于狮山镇罗村

社会管理处河滨公园。狮山孝

德家义工服务队队长陈韶英布

置活动任务并讲解注意事项后，

志愿者分成两组，在佛山水道附

近巡河。

“阿叔，这是护河治水的知

识宣传册，请您看看，平时记得

不要乱扔垃圾，一起维护河涌干

净整洁。”志愿者梁那迎带着家

人一起参加活动，他们一边派发

宣传单张，一边拾捡垃圾。作为

一名新狮山人，他希望从身边点

滴做起，为狮山城市发展贡献微

薄力量，因此两个月前加入了狮

山孝德家义工服务队，目前已参

加了多场巡河活动。在他的带

动下，老婆孩子也加入了巡河行

列。

活动中，一部分志愿者负责

巡查河面上有无漂浮物。在志

愿者巡河的同时，狮山镇罗村社

区寨边经济社的保洁员正在清

扫村中道路，而河上也驶来一艘

打捞河面垃圾的作业船。村路、

岸边、河面同一时间进行垃圾清

理，正好构成一幅全民齐心协力

护河治水的画卷。

据悉，2020年，狮山孝德家

义工服务队深入村（社区）、厂企、

学校、广场等地，共开展护河治

水活动75场次。经过队员们近

两年来每周一次的恒常巡河、宣

传，以及狮山相关部门、周边村

（社区）投入保洁力量开展了大

量工作，许多河涌及附近地区垃

圾量大为减少，群众的环保意识

越来越强。

珠江时报讯（记者/杨世聪

通讯员/陈建芳）为加强冬季疫

情防控和营造宜居环境，2020

年12月29日上午，狮山镇综合

行政执法办公室罗村中队（以

下简称“罗村中队”）对狮山镇

罗村某农产品批发市场开展专

项整治行动，整治该市场卫生

差、违建和占道经营等乱象。

2020年12月23日，罗村

中队接到上级关于该市场的督

办件。督办件指出，该市场因

活禽宰杀引发卫生及恶臭问

题，严重影响附近小区居民的

日常生活。接件后，罗村中队

派执法人员前往现场核查，发

现该市场宰杀点环境脏乱差，

宰杀后的残存物乱堆乱排，堵

塞排污管道，相关违规情况属

实。

罗村中队当即责令该市场

管理方清理宰杀点脏污物，并

冲洗排污管道，随后下达《询问

调查通知书》。根据《佛山市城

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规定》

第三十二条:“集贸市场应当有

卫生管理组织和管理制度，定

期开展卫生检查，有环境卫生

负责人。”罗村中队针对该市场

环境卫生保洁质量未达到相关

要求的情况，对该市场进行立

案处罚。

在此期间，按照狮山镇疫

情防控及宜居环境要求，狮山

镇综合行政执法办公室制订了

该市场整治工作方案。按照方

案要求，罗村中队持续开展对

该市场的全面整治工作，包括

对该市场三鸟摆卖区和原国际

冷库区的违法加建行为立即封

停；责令该市场停止违规建设

钢结构棚架行为，并依法查扣

施工工具一批；对该市场内存

在的临时摊档占道经营、违规

广告牌设置等问题逐一进行排

查登记，并将进一步整治。

2020年12月29日，狮山

镇综合行政执法办主任麦维

涛、常务副主任吴维宽带队到

该市场进行督办，要求加强整

治市场周边乱摆卖等不规范经

营行为；加强对户外广告、乱停

放电动自行车等影响市容环境

行为的整治；加强对市场内违

法建筑的整治拆除。接下来，

罗村中队将持续加强对该市场

的整治及督查力度，助力狮山

镇加强冬季疫情防控，还居民

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

珠江时报讯（记者/杨世

聪通讯员/黄丽红）1月4日，记

者从南海公安分局交警大队罗

村中队（下称罗村交警中队）获

悉，近日有市民因醉酒导致三

车相撞事故，所幸无人受伤。

事故发生在狮山镇罗村乐

城怡乐花园对开路段，当时有

市民报警称在该路段有一辆小

车发生撞车事故，车内迟迟不

见动静。接到报警后，罗村交

警中队民警马上赶到现场处

置。

只见现场一辆黑色小车撞

上了停在路边的两辆小车，黑

色小车内只有一名在后排呼呼

大睡的男子。民警喊了半晌，

男子吴某才缓缓睁开眼睛。得

知发生了交通事故，吴某不停

地解释，“我叫的代驾跑了，你

看我是坐在后排的吧！”

据吴某交代，他与朋友在

酒吧喝酒到凌晨2时，后来叫

了代驾，还让民警看其手机上

的扣费信息。民警一看，却忍

俊不禁，只见扣费信息显示吴

某是打车离开酒吧，并没有叫

代驾。可既然吴某是打车回

去，又怎么会睡在自己的小车

上呢？经调查，原来吴某酒后

意识不清，把目的地写成公司

停车场。吴某下车后，恰好看

到自己的小车，便鬼使神差地

上了车，准备开车回家，后因操

作不当，撞上了停在路边的两

辆小车。

事故发生后，吴某恍恍

惚惚下车查看，却压根分不

清自己撞了哪辆车，转了两

圈后钻进小车后排呼呼大

睡。酒醒后的吴某后悔不

已。民警对吴某进行呼气酒

精 测 试 ，结 果 为 152mg/

100ml，属于醉酒驾驶。除

了要对被撞的两车进行赔偿

外，吴某还因醉酒驾驶，涉嫌

危险驾驶罪，被公安机关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罗村交警中队提醒广大市

民，新春将至，交警部门将继续

严查酒驾。广大司机切记开车

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切莫抱着

侥幸心理酒后驾驶，酒驾或醉

驾不仅是对他人安全的不负责

任，更是对自己生命安全的漠

视。

狮山罗村志愿者开展2021年首次巡河活动

志愿者巡查河面 作业船打捞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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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金箔锻造技艺登上央视
狮山罗村非遗匠人吴深龙父子在节目中讲述坚守与传承

非遗金箔锻造技艺登上央视
狮山罗村非遗匠人吴深龙父子在节目中讲述坚守与传承

醉驾连撞两车
路边呼呼大睡

狮山罗村一男子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公安机关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狮山罗村持续专项整治农贸市场乱象

整治卫生拆违建
疫情防控不松懈

■吴深龙父子登上央视节目。 （网络截图）

■吴炜全尝试为金箔锻造这门古老的手艺注入一些新活力。 （资料图）

■志愿者清走堤边垃圾。

■罗村中队执法人员查封市场违建棚架。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