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槎爱心企业收到
数千公里外的锦旗

珠江时报讯（记者/黄群飞）爱心
企业捐赠工作制服，受捐对象送来
锦旗和特产。日前，佛山市祥纬润
纺织公司总经理庞润沃收到了一幅
跨越数千多公里的锦旗。在禅城区
张槎街道经济和科技促进局的牵线
下，爱心企业和新疆兵团三师草湖
镇（以下简称草湖镇）城镇管理服务
中心结下了一段缘分，书写援疆帮
扶的又一个佳话。

2018年下半年以来，草湖镇开
启了一系列团场综合配套改革。
2019年初，兵团三师草湖镇组建了

“第三师四十一团城镇管理服务中
心”，开始对草湖镇进行规范化的城
镇管理。然而，由于草湖镇财政收
入少，资金紧张，无法解决镇上各部
门的资金缺口问题，使得新成立的
城镇管理服务中心迟迟无法解决工
作服装的问题。

今年4月，分管草湖镇城镇管理
服务中心的团镇领导找到佛山援疆
干部请求支援。在接到请求后，张
槎街道经济和科技促进局副局长左
军积极协调，找到了张槎的爱心企
业家庞润沃。

听说草湖镇城镇管理服务中心
的困难情况后，庞润沃立即表示全
力支持，迅速购置了40套城管制服
并无偿捐赠，制服总价值约三万元，
解决了该中心的燃眉之急。

如今，远在数千多公里外的城
管队员们已经穿上了崭新的工作服
为辖区群众服务。佛山市祥纬润纺
织公司扶贫帮困的事迹得到两地好
评，成为佛山企业支援新疆发展的
典范。

日前，左军代表草湖镇城镇管
理服务中心向庞润沃送来锦旗和苹
果，将这份数千多公里外的感谢带
回了张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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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浦公园改造后
重新对外开放

珠江时报讯（记者/方婷）日前，提
升改造后的南浦公园重新开放了。珠
江时报记者从禅城区城市管理和综合
执法局获悉，南浦公园划分为四个功
能区，改造后环境更优美怡人、绿化更
清新疏朗、活动场地更舒适、功能设施
更完善。

南浦公园位于禅城区祖庙街道后
龙街，始建于1997年，占地约2万平
方米，属社区公园，主要服务于周边的
南浦和保安两个社区。

此前，针对南浦公园周边市民
提出的诸多实际问题，禅城区城市
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启动了南浦公园
改造提升工程。在不大拆大建的前
提下，结合公园实际，以优化功能、
完善设施、改造缺陷为原则，理顺公
园路网、新增配套设施、增加文化内
涵及绿化种植、完善无障碍设施及
灯光设施等。

改造后的公园划分为入口广场
区、休闲交流区、康体童乐区、生态
绿地区等四个分区。在多彩的入口
广场，种植景观树阵，进行绿化提
升、廊架翻新、景观柱改造；在人性
化的休闲交流区，设置榕荫休闲场
地，优化园路交汇场地；在多样的康
体童乐区，设置各种健身设施，如摇
摇椅、攀爬岩石、滑梯、互动景墙、乒
乓球桌、蹦跳园地等；在舒适的生态
绿地区，优化绿植、园路，设置宣传
栏、休息凳、建立景观树池，铺设草
坪，新建生态式公厕。

珠江时报讯（记者/区辉成 通
讯员/李雄武林建娜摄影报道）昨
日，2019年佛山市创新创客教育
工作推进现场会在佛山市第十四
中学召开，禅城区特色鲜明的创
客教育引起与会各方关注，与会
代表还走进佛山市第十四中学课
堂，参观美创系列空间，体验该校
的《智能陶灯》STEAM教育创新
课例，见证传统的陶瓷艺术绽放
出智能化的光彩。

培养创客教师

大力开展创客教育
“近年来，禅城区委区政府高

度重视创客教育，积极构建良好
的创客教育生态环境和创新创造
教育氛围，逐步形成特色鲜明的
创客教育‘禅城模式’。”会上，禅城
区教育局副局长王临生表示，目
前全区公办学校创客教育开展率
达到100%，培养了200多名创客
教师和6名创客名师，助推教育公

平和培养创新型人才。
禅城区启动创客教育以来，

学生参加中小学生电脑制作活动
及创客等比赛获得全国奖项65
项，其中全国一等奖16项；省级奖
项621项，其中省特等奖5项，一
等奖84项。禅城区创客教育被教
育部基教司评为全国基础教育信

息化应用典型案例，被教育部教
师工作司评选为“互联网+”背景
下中小学教师信息素养和教育教
学能力提升优秀案例。

会议现场公布了2019年50
位教育创客导师培养对象名单。
11月，全市将开展创客教育体验
月活动，以“聚焦学科融合 推进文

化传承”为主题，串联五区创客教
育资源和活动。在今年年底前，
一系列精彩纷呈的创客活动将在
佛山校园内陆续上演，如2019年
禅城创客教育嘉年华活动、创客
直通车开进五区校园等。

结合本土文化
开发特色校本课程

在佛山市第十四中学，该校
融合了STEAM（科学、技术、工
程、艺术和数学）理念且富有非遗
文化传承特色的美创陶艺、美创
书法、美创空间等特色场馆，令与
会代表眼前一亮，与会代表对师
生创作的惟妙惟肖的陶艺作品尤
为叹服。

在创客教育《智能陶灯》课堂
上，佛山市第十四中学老师张咏
娇、梁伟业以陶艺教学为依托，在
课堂上结合计算机编程技术，让
学生尝试运用传感器让普通的陶
灯实现智能发声或发光。该校开

发的创客特色课程，在传承佛山
优秀传统陶文化的基础上，融入
科技元素，带领学生开展创新探
索，让传统的陶瓷艺术绽放出智
能化的光彩。

佛山市第十四中学校长莫建
明介绍，该校根据学校特色和发
展需要，构建了国家、地方、校本
三级多元睿智课程体系，让学生
多元健康发展。在落实国家课程
和地方课程的基础上，老师们积
极开发具有本土特色的校本课
程，深受学生喜爱。

随着计算机、手机等智能化
通信工具的普及，不少老师表示，
这样容易导致学生提笔忘字，书
写潦草，而学生考试，书写好坏会
直接影响到分数高低。有鉴于
此，佛山市第十四中学开设书法
课，并使用该校自编校本教材《墨
香》开展书法教育。在语文课堂
上，该校把书法艺术引入课堂，开
发课程资源，以丰富课堂的形式
与内容。

禅城公办学校创客教育开展率达100%

创客教育“禅城模式”培养创新型人才

■学生现场制作智能陶灯。

珠江时报讯（记者/陈颜梅 通
讯员/周洁）佛山市禅城区祖庙街
道探索基层党建工作互联共建新
思路，推动构建党建“同心圆”，打
造党、企、群“共同体”。昨日下午，
祖庙街道基层党组织“结对共建”
工程会议召开。

“结对共建”工程是指村（社
区）党组织采取1+n的形式，与n
个辖区内外的政府机关、事业单
位、国有企业、“两新”组织等单位
进行结对。

会上，3个政府机关、12家国
有企业、17个“两新”组织党组织，

分别与祖庙街道党工委、59个村
（社区）党组织进行签约。接下
来，村（社区）党组织将主动对接
结对党组织，梳理“资源、需求、服
务”三个清单，对照清单双向认
领、服务，并按照协议内容，广泛
开展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平台建
设、党员互动、资源互补、公益互
创等内容。

根据有关安排，共建单位需
定期召开党建联席会议、开展党
课活动和主题党日活动，相互学
习、相互促进、共同提高。

此次结对共建的单位中，既

有省直机关，也有基层的村（社
区），可以说是“上接天线”“下接地
气”。特别是祖庙街道党工委与
广东省国家保密局进行了结对共
建，共同推动保密工作与党建工
作发展，协力把党组织建设得更
加坚强有力。

广东省国家保密局负责人充
分肯定了祖庙街道基层党建工作
成效，他表示，祖庙街道开展“结
对共建”工程是进一步贯彻落实
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部署要求、
创新党建工作的有益尝试，也是
践行党建统领，进一步夯实党的

群众基础，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
具体举措，对于祖庙街道促进党
的事业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祖庙街道党工委书记刘志诚
表示，作为禅城区人口和经济总
量最大的街道，祖庙街道正围绕

“1+1+3+6+N”金字塔型工作思
路，奋力打造首善之街、展示岭南
文化的重要窗口，开展“结对共
建”正是推进基层党建工作的重
要抓手，希望通过建立村（社区）
党组织与辖区驻地党组织对接的
桥梁，实现组织共建、资源共享，
从而全面加强基层党建工作，推

动祖庙街道高质量发展。
禅城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郑洪

深希望，祖庙街道党工委继续保
持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工作作
风，坚持把结对共建等党建工作
和推进主题教育等部署结合起
来，用敢于担当的精神开展工
作。结对共建的省、市、区相关单
位，积极参与基层事务，大力开展
社区服务。基层党组织主动加强
与共建单位沟通，协力推进共享
社区等重点工作，通过共建志愿
服务、交流党建经验等，进一步提
高善治水平。

祖庙街道基层党组织开展结对共建

构建党建“同心圆”打造党企群“共同体”

珠江时报讯（记者/黄瑶）缅
怀先烈存浩气，红棉花开耀忠
良。昨晚，大型舞剧《风雨红棉》
在佛山琼花大剧院上演。该舞
剧展现了铁军精神的时代内涵，
营造全社会人人学习铁军精神
的浓厚氛围，推动新时代文明实
践落地生根。

“碧血染烈骨，铁窗炼忠魂；
红棉并蒂慰，共产铸同心”。舞
剧《风雨红棉》讲述的故事发生
在1927年广州起义前后，主人
公是中共早期革命者陈铁军、周
文雍。

出身于佛山富裕家庭的陈
铁军受革命的影响，挣脱了封建
婚姻的束缚，投身于革命的洪流
中，她与周文雍在革命活动中相
识相知，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当
革命转入低潮后，两人假扮为夫
妻，在广州建立了党的地下联络
机关，筹备和参加了建立红色政
权的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两
人被捕，在狱中，面对敌人威逼
利诱，他们坚守入党誓言、严守
党的秘密，坚贞不屈、视死如
归。在就义前的最后时刻，两人
在刑场上举行了震撼人心的婚

礼，展现了经历血与火考验的爱
情，谱写了一首中国革命时代的
红色恋曲，让后人久久传颂……

该剧以现代视角塑造革命
者形象，以极其新颖的舞台艺术
震撼观众的心灵和视觉。舞剧
从人性的角度表现革命与浪漫，
将“婚礼”与“刑场”相联系，并延
伸出“禁锢婚礼”“精神婚礼”“刑
场婚礼”三个场景，凸现出共产
党人特有的气概。

优美灵动的形体动作，大气
磅礴的音乐，极具艺术审美的舞
台……该剧摆脱了过去表现革命
题材的传统手法，以黑白灰为主
色调，打造大写意舞台，让观众耳
目一新。演出结束时，不少观众
饱含热泪，久久不愿离去。“在欣
赏高雅艺术的同时，我们也接受
了一次非常深刻的爱国主义主题
教育。”市民张先生表示。

“陈铁军是禅城的骄傲，《风
雨红棉》在她的故乡演出，意义
重大。”祖庙街道党工委书记刘
志诚表示，祖庙街道要把铁军精
神作为红色基因教育的品牌来
打造，为禅城打造佛山首善之
区，做大做优做强中心城区功能

提供精神动力。
作为陈铁军的出生地和成

长地，禅城区祖庙街道辖区内，
有众多因陈铁军烈士而得名的
地方：铁军社区、铁军公园、铁军

小学，还有铁军故居、陈铁军纪
念馆等。多年来，禅城区依托丰
富的历史人文资源和红色文化
素养，坚持以陈铁军纪念馆、铁
军故居、铁军小学、铁军公园等

为红色教育阵地，以铁军形象为
闪光点，以老红军战士为榜样，
大力弘扬革命传统，注重把“铁
军精神”转化为争创时代先锋的
直接动力。

大型舞剧《风雨红棉》在琼花大剧院上演

弘扬铁军精神激发爱国情怀

用青春之手开启石湾陶艺创新之门
石湾以赛搭台以赛引才，引领新一轮陶艺创作风潮，为陶文化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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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陈铁军故事的大型舞剧《风雨红棉》。 珠江时报记者/穆纪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