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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2B02 多彩村居多彩村居

日前，在第二批全国乡村旅游

重点村名单中，松塘村以亮眼的乡

村建设成果脱颖而出，成为了佛山

市此批唯一入选的乡村。在此之

前，松塘村已获得“中国历史文化

名村”“中国传统古村落”“广东省

历史文化名村”“广东十大最美古

村落”“广东旅游名村”“广东省文

化和旅游特色古村”等称号。

上金瓯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松塘村再次获得“国字号”名片，将

进一步推动上金瓯乡村振兴和乡

村旅游的发展。

据了解，松塘村是岭南古村落

的典型代表，宗祠家庙、家塾书舍、

镬耳屋民居、古巷道、古井、古树众

多，村里文风鼎盛，人才辈出。近

年来，松塘村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

环境和历史文化资源，深入挖掘整

合翰林文化、水乡文化和耕读文化

旅游资源，加强对祠堂、书舍、家

庙、名人故居、功名碑群等历史文

化遗迹的保护和利用。诸多民风

习俗在松塘得以传承保留，如正月

初四“出色”巡游、九月重阳敬老、

孔子诞祭孔奖学庆典、翰林文化节

等活动，给古老的民俗文化活动增

添了新的内涵。

现今的松塘村已蜕变成为宜

居、宜游、宜业的翰林文化名村，

“传承了文化，记住了乡村”的“松

塘模式”更成为西樵乃至全国的乡

村振兴典范。

接下来，上金瓯社区将藉此契

机继续完善乡村旅游配套建设，升

级改造金星大道、沙基市场等，打

造新的“入村风景线”。另外，松塘

村将引入社会资源、旅游企业，巩

固文化保育成果，活用现有旅游资

源进行适度开发，创新乡村旅游发

展模式，让游客在此多停留、多体

验，促进消费。

作为目前西樵镇最“年轻”、常

住人口最多的村居，樵江社区的户

籍人口超过 8000 人，常住人口

27000多人。程永坚直言：“樵江

社区的人口是之前所在社区的两

倍，而且有更多非户籍人口。”可见

其人口普查工作量之大。

程永坚认识到，若要在规定时

间内完成摸底调查、入户走访等工

作，光凭他和同事的力量是不够

的，必须发挥社区共治力量参与其

中。

从 2020 年 4月樵江社区成

立的那一天起，程永坚就承担起

该社区的民政、户籍管理、行政服

务、社保等方面的工作，这也使他

无时无刻不与居民群众面对面。

他和同事常常走访慰问社区内的

困难家庭，及时提供帮助。群众

的信任就这样一点点积累起来。

这一次，不少社区居民在收到

人口普查的通知后，都表态会积极

配合。群众的自觉性大大减轻了

普查员的负担。

不仅如此，身处在这样一个典

型的城市社区，与19个小区的物业

管理公司保持密切联系是程永坚的

必修课。定期组织各小区的物管公

司开会、到小区宣传重点工作等，是

他的日常工作。他笑着说：“跟很多

小区的物管公司都混熟了，每次要

开展什么工作，他们都很支持我们，

我们也很感动。”

得益于此，物业管理公司的工

作人员也成为该社区普查员队伍

中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

作为一名党员，程永坚也积极

发动社区内的在职党员加入到普

查员的队伍中。截至目前，已有

32位在职党员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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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烧番塔是西樵镇

上金瓯社区松塘村一年一

度的传统民俗活动。今年

中秋之夜，番塔继续在松

塘烧得红红火火，而且还

通过线上直播走进更多市

民的视野，当晚就吸引了

超 85万人次一起“云”围

观。

年年烧番塔，是松塘村

尊重传统、传承文化的一个

缩影。这个历史底蕴深厚

的古村，一直以来注重在保

护传承的基础上进行旅游

资源开发，近日还摘得“全

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国字

号招牌，彰显了乡村振兴的

新成果。

番塔的火烧得旺，预示着生

活富足吉祥。中秋夜7时许，伴

着热闹的锣鼓声，醒狮从松塘华

宁坊出发，步青云路，登翰林门，

不久便来到番塔旁。在举行简单

的仪式后，村民打开塔底的炉口，

用火苗点燃番塔内的柴草，番塔

内瞬间冲出漫天星火，彼时火光、

月光相互辉映，甚是壮观。火势

继续由塔顶向天空升腾，火星子

漫天飞扬，村民不时用湿竹杆子

从塔底方形口中挑动柴草，火焰

变得更加欢腾。

松塘村烧番塔作为第六批市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一直以

来备受关注，最具特色的是番塔一

年比一年高，寓意着步步高升，日

子越过越红火。今年的番塔高5.7

米，共有3500块砖，由30多名村

民花4个多小时堆砌而成。

上金瓯社区松塘村导赏员

陈健欣介绍，烧番塔作为一种民

俗风情娱乐活动，不仅寄托着村

民追求红红火火、风调雨顺的心

愿，更是民俗风情内化为一种村

族文化、一种精神引领，“松塘村

烧番塔的传统已延续了300余

年，从最初的庆丰收、庆团圆逐渐

演变为村族文化，成为松塘村人

积极向上的精神符号。”

藉着中秋、国庆双节，上金瓯

社区还对这项民俗活动进行直

播，旨在把这一项“红火”的岭南

特色民俗活动送进千家万户。截

至当晚8时，已有超85万人次一

起云赏烧番塔。

来自百东村的村民莫灿华

当晚和家人一起看了直播，她表

示，让小孩领略一下这项优秀的

传统民俗活动，也祈愿接下来家

人朋友身体健康，大家越来越

好。松塘村村民区先生也看得津

津有味，“我们村的传统民俗活动

当然要支持，我为松塘村骄傲！”

文/珠江时报记者陈肖玲通讯员张嘉宜

直播烧番塔 传统习俗出新彩

松塘村再获“国字号”招牌

■松塘村烧番塔火焰冲天甚是壮观。 通讯员供图

■松塘村风景如画。 珠江时报记者/陈肖玲摄

5年前，还在西樵镇樵

乐社区工作的程永坚第一

次接触人口普查相关工作，

参与了 2015 年全国 1%人

口抽样调查工作。但面对

今年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

查，他称自己也是一名“新

兵”。他积极发动物业管理

公司、在职党员等社区共治

力量参与，并提前做好充足

准备，提高效率，尽量缩短

打扰居民的时间。

“我们上周就看到宣传栏

里的人口普查通知，社区工作

人员也给我们发了宣传小册

子。”樵江社区江山一品小区

居民梁小姐说。

从 9 月下旬开始，程永

坚与同事们便将人口普查

宣传覆盖到每个小区。他

们不仅通过张贴海报、派发

宣传小册子、多媒体推送进

行宣传，还要求物管将人口

普查的通知发到业主微信

群中。

程永坚也积极参与培训

学习，将学习到的“干货”应用

到工作中。他合理分配社区

的工作任务，认真完善资料整

理、建筑物和普查小区的标绘

划分，对工作人员进行培训，

为入户调查做好充分的前期

准备工作。

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短表中，每个人需要填报的项

目有12项。为了提高统计效

率，缩短入户时间，降低对居

民生活的影响，程永坚想出一

个方法：先根据社区所掌握的

2万多名居民的基本情况，尽

量填写好，当普查员入户时，

居民只需核对信息是否正确

即可。

这样的方法无疑增加了

普查员的事前准备工作，但程

永坚却十分坚定：“事前准备

做足，就能为群众节省时间，

再辛苦也值得！”

社区共治力量充实普查员队伍 充足准备减轻对居民影响

■程永坚给社区居民宣传人口普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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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查前做足准备 为群众节省时间

文/图珠江时报记者钟泽诗通讯员黄健景

人口普查和公民有什么关系？

答：积极参与人口普查是

每个公民的义务，你申报的内

容，将直接影响未来收入、消

费、教育、就业、养老、医疗、社

会保障等政策的制定和完善，

也影响到你所在地区的教育和

医疗机构分布、儿童和老年服

务设施建设、工商业服务网点

分布、城镇住房供给、城乡道路

建设等。

什么时候开始人口普查？

答：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标准时点为2020年11月1日零

时，入户工作时间是2020年10

月11日至12月10日。

人口普查的对象是谁？

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境内的自然人，即大陆（内

地）居 民 、港 澳 台 居 民 、外

国 人 ；在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境 外 但 未 定 居 的 中 国 公

民，包括驻外使领馆人员、

出 国 留 学 人 员 、外 派 劳 务

人员。

如何辨别人口普查员？

答：佛山市第七次全国

人口普查的普查员身穿定制

橙色马甲，入户登记时会出

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口普

查机构统一颁发的工作证

件。

普查对象需要如何配合普查工作？

答：市民可提前准备好户

口本、身份证等有效证件，方便

普查员进行登记。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和《全国人

口普查条例》的规定，普查对象

应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

供人口普查所需的资料，如实

回答相关问题，不提供虚假信

息，不隐瞒、伪造有关情况、不

得拒绝或阻碍人口普查工作。

人口普查资料是否会被泄露？

答：人口普查中获得的能够

识别或推断单个普查对象身份

的资料，必须严格保密，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对外提供、泄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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