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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展品征集时间
即日起至4月25日

二、展品征集范围及类别
征集能够体现狮山罗村近百

年来尤其是 1949 年以来发展成

就、具有较强代表性的各类物品，

包括老照片、音视频、实物三类。

●见证狮山镇罗村社会管理

处和罗村社区各个历史时期发展

的老照片。

●见证狮山镇罗村社会管理

处和罗村社区各个历史时期发展

的音视频。

●各个历史时期有鲜明时代

特点的生产或生活用品及物件（比

如“党员之家”门牌、老自行车、老皮

革厂或老砖场的生产工具等）；能

够体现狮山镇罗村社会管理处和

罗村社区发展成就的代表性物品。

●党史党建、红色印记方面的

物件，如老红军的入党申请书、党

费缴费记录、党员记录、入党证明、

退伍证明、荣誉证明、荣誉勋章等。

珠江时报讯（记者/彭燕

燕 摄影报道）党群多方联动，

200多名长者齐过生日！3月

27日，狮山镇罗湖社区举行

“党群零距离 生日耆相聚”

2021 年第一季度长者生日

会，在社区幸福院以及4个小

区党群服务中心同步举办生

日会，增强长者对城市社区的

归属感，营造和谐友爱的社区

氛围。

“你们的美好生活就是我

们的目标！”在罗湖社区幸福

院，罗湖社区党委书记、居委

会主任黄黎意说，她还向在座

的寿星们送上真挚祝福，祝愿

他们身体健康，寿比南山。随

后，幼儿园小朋友和志愿者们

给长者带来了精彩的篮球和

歌舞表演，大家都看得津津有

味，党员、团员等志愿者则不

时为长者添茶送美食，现场笑

声满满，其乐融融。

小朋友火热的街舞、半分

钟内的魔方还原、可爱稚嫩的

绘画作品……长信银湾党群

服务中心同样热闹，在生日会

上收到孙子送上的图画作品

和祝福，长者龚叔开心不已，

伸出拇指夸孩子懂事。主办

方还邀请了生日会上最年长

的寿星上台代表大家切蛋糕，

长者们吃着蛋糕、美食，笑得

合不拢嘴。

在龙光君悦龙庭小区党

群服务中心的长者生日会结

束后，长者梅春生有感而发写

下感谢语。“你们传承了中华

五千年文明中敬老爱老的传

统！”梅春生表示，在生日会

上，原来互不相识、来自五湖

四海的老人们有了更多的朋

友，也有了相聚的机会。

“这次生日会得到多方支

持，除了每个点都有社区党委

成员到场外，各个小区的楼

长、志愿者以及物业公司等也

都积极提供帮助。”罗湖社区

党委委员张瑜萍说，通过多方

联动，党群齐心，将长者集体

生日会的覆盖面扩大，丰富老

人们的精神生活，也让老人们

感受到社区大家庭带来的温

暖，构建和谐的邻里关系。

珠江时报讯（记者/梁凤

兴 通讯员/周杏仪）三月是

学雷锋月。为了体现雷锋

“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

志愿精神，3 月 27 日上午，

狮山镇联和社区幸福院联

动联和妇女之家、爱心商家

和医院，开展了一场便民服

务活动。

活动设有眼科检查、测

量血压、艾灸和保健按摩等

摊位。在眼科检查摊位上，

医生们为每位长者做详细检

查，运用专业的仪器，结合检

查出的实际情况，告诉长者

其身体状况，耐心解答长者

对自身状况的疑惑。

艾灸和保健按摩摊位，也

是大受长者欢迎。社工和义

工按摩师针对长者的肩颈、关

节疼痛等身体不适，进行艾

灸、按摩等理疗服务。保健按

摩的同时，社工也不忘向长者

们宣传幸福院提供的恒常康

复保健服务，让该服务惠及更

多有需要的长者。

活动中，党员志愿者也积

极向长者宣传涉老法律、政策

法规、“三八”维权等相关知

识；主办方链接了爱心商家前

来为村民免费办理社保卡、补

贴安装监控摄像头、政府赠保

和帮助长者代理充值等，多样

化的便民服务赢得了居民的

一致好评。

“便民服务升级，不仅为

长者的生活带来便利，还以此

了解到长者们的更多需求，为

幸福院开展活动提供了更多

方向与建议。”社工周杏仪说。

珠江时报（记者/彭燕燕 摄

影报道）70多年前，各地农民运

动风起云涌，革命浪潮也涌向了

狮山镇芦塘社区彭边经济社，一

场秘密的地下活动在此展开，彭

边居民彭埠（已逝）组建了地下农

民协会。3月29日，记者获悉狮

山镇芦塘社区彭边经济社地下农

会遗址入选《佛山记忆——全市

革命遗址普查成果通览》。为摸

清革命遗址的真实“家底”，记者

联系了遗址知情人、狮山镇芦塘

社区老党员彭礼叙探访遗址。

褪色的粉色瓷砖楼房、积灰

的地板、门楣上贴有破败的“囍”

字……在彭礼叙的指引下，记者

来到彭边旧区，进入村口沿路直

行约500米，便能见到这个地下

农会遗址，但入目的景象让人有

点惊讶，这并不是中国解放战争

期间的建筑特色。

对此，彭礼叙解疑，这里原

是村里的祠堂，以前彭边人也把

它当作私塾，几乎所有的小孩都

在这里免费读书。由于风吹雨

打，原本的旧瓦房早就坍塌了，十

多前年，村里出资将其改成彭边

文化室，用于村里大型红白事的

操办。由于近年村里重修了一个

更大的文化室，这里便弃用了。

彭礼叙今年86岁，彭边经济

社地下农民协会成立的时候，他

还是一个十多岁的小孩。“我之所

以知道这个农会，是因为解放后，

我到广州打工，经常和农会的组

织者聊天。”彭礼叙介绍，彭边经

济社地下农民协会的成立者之一

彭埠是他的堂叔。当时还是解放

战争时期，彭埠到广州参加过农

会活动，回到村后，经过动员，他

在1947年和四五个彭边人一起

组织地下农会，由彭埠担任农会

主席，主要开展反奸清算、减租减

息、土地改革、兵员动员、支援前

线、发展生产力等活动。如今，这

些人早已离开了人世。

“整村大概只有我知道这些

了。”彭礼叙说，芦塘社区共有两

个地下农会遗址，一个在彭边经

济社，另一个在吴村经济社。

狮山罗湖社区200余名长者共度生日会

相聚祝寿“耆”乐融融

便民服务升级
赢得长者好评

征集老物件
共建乡情馆

狮山芦塘社区彭边地下农会遗址入选佛山市革命遗址普查成果通览

本是祠堂私塾 后成农会遗址

■遗址上现有的文化室。

■社工和义工按摩师为长者提供艾灸、按摩等理疗服务。通讯员供图

■小朋友为长者送上绘画作品。

珠江时报讯（记者/杨世聪 通

讯员/梁兆祥）泛黄的旧照片、珍藏

的军功章、不同年代的党费缴费记

录、具有地方特色的农耕工具等生

产生活用具……一件件老物件，见

证了经济社会发展，也见证了村庄

的奋斗历程。

为加强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建

设，展示狮山镇罗村发展成就，凝

聚奋发向上的干事激情与群众自

豪感，向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

献礼，狮山镇罗村社会管理处对选

址进行改造和主题布展，打造罗村

乡情馆，以罗村的大变化展示大时

代的变迁。布展完成后，将向群众

免费开放。

为做好罗村乡情馆的布展陈

列工作，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展

品，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一）无偿征调。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有关部门的相关展品属于公有

资产的，采用无偿征调的方法。无偿征调的展品，由狮山镇罗村社会管理处综合办与

征调单位办理征调手续后，进行交接验收，并出具接收展品清单；展品陈列展出时，标

明展品原所属单位名称。

（二）免费捐赠。鼓励社会各界积极支持展览展品征集工作，捐赠展品坚持自愿

原则。罗村社区居委会接受捐赠后，向展品捐赠人出具收据，收据中标明捐赠展品名

称、年代等重要信息。对入选的展品捐赠者，颁发捐赠荣誉证书。

（三）暂存代管。民间收藏者不愿出售或捐赠，而本次展览确实需要的展品，可通

过协商，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借出展品由罗村社区居委会暂存代管，展品所有权不

变，双方签订展品暂存代管协议。

注：此外，对于民间收藏者提供的珍贵而特殊的物品，经有关单位认定后，可考虑

给予适当的经济奖励。

三、展品征集方式

狮山罗村打造乡情

馆，以罗村的大变化

展示大时代的变迁

狮山镇罗村社会管理处总收集联系人：

杨先生 13702440461、0757-86445054；余小姐81807503

罗湖社区

状元社区

乐安社区

招大社区

塘头社区

穆院社区

白沙桥社区

务庄社区

上柏社区

下柏社区

罗村社区

芦塘社区

沙坑社区

街边社区

联和社区

联星社区

朗沙社区

吴盈欣

叶铭麒

林智杨

罗翠仪

黄玉金

陈炽林

誉爱萍

颜锐祥

白建崧

黎玉贞

杨林超

白凤群

蒙翠英

朱国斌

李敏仪

孙丽燕

叶少珍

86414988

15919076431

86418017

81030823

13686578785

13902899787

81098011

13679881752

13542541535

13433245351

13702440461

81807503/86445054

13827774017

86443677

13066449937

13925951415

13798696686

13927700374

罗湖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状元社区居委会

乐安社区居委会

招大社区居委会

塘头社区居委会

穆院社区居委会

白沙桥社区居委会

务庄社区居委会

上柏社区居委会

下柏社区党群服务中心5号窗口

罗村城中路53号罗村社区居委会

芦塘社区居委会

沙坑社区居委会

街边社区居委会

联和社区居委会

联星社区居委会

朗沙社区居委会

四、展品征集联系方式
社区 联系人 电话 物品收集地点（建设社区居委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