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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不打烊
市容不走样

珠江时报讯（记者/彭燕燕通讯

员/陈建芳）2月20日（大年初九），

狮山镇综合行政执法办公室罗村中

队（简称“罗村综合执法中队”）实地

检查乐安花灯售卖现场，对占道乱

摆卖情况进行劝导。两天内，乐安

花灯售卖现场附近的占道经营摊位

已经全部撤离，道路恢复通畅。

每年正月初九举办的乐安花灯

会，是狮山镇罗村最为热闹的时候，路

边会出现不少售卖乐安花灯的摊位。

为保障灯会活动有序进行，罗村综合

执法中队在这几天都会加强检查。

今年乐安花灯会暂停举办，但

仍有市民在路边摆卖花灯。年初九

之前，罗村综合执法中队已经开始

排查往年灯会区域人流量较大和易

出现流动摊点的路段，有针对性地

安排人员进行管控。

按照往年乐安花灯会的情况，

罗村综合执法中队联同乐安城管工

作站每天出动两车次，在联星大道

等多个路段落实具体责任人，8名执

法人员通过定岗定点、步行巡逻和

机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对乐安花

灯会周边路段实施专项行动，重点

检查违章占道经营、游商游贩、占道

销售花灯等现象，并及时进行制止，

防止出现管理真空地带。

针对春节期间“人流量增大、流

动摊点多”的特点，罗村综合执法中

队还结合疫情防控新形势，提高管

理标准，加强日常巡查管控，规范各

类年花、年桔摆卖，开展占道经营、

户外广告等综合整治工作，严厉查

处各类违规行为。同时，加大对工

地、广场、商业街区重点区域的管控

力度，实行“定人、定岗、定责”机

制。从1月28日至今，出动285人
次、64车次，整治小贩乱摆卖445
宗、占道经营421宗、乱堆放40处。

罗村综合执法中队中队长窦华

康表示，根据春节存在人员大规模

流动聚集的特点，罗村综合执法中

队结合疫情防控要求，坚守岗位，加

强对罗村重点街区、商场广场周边

“八乱”的巡查管控，确保春节期间

的市容秩序，保障群众度过一个祥

和、整洁的春节。

里湖新城核心区
敲定景观设计团队

珠江时报讯（记者/陈志健通讯

员/朱嘉泳）日前，里湖新城核心区景

观方案设计国际竞赛评审结果出

炉，SWA Group（主体单位）+广东

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联合

体成员)正式敲定为里湖新城核心

区景观设计单位，接下来将继续深

化方案，推动核心区景观建设。

里湖新城核心区项目整体工作

内容包括对里湖新城5.6平方公里

总体景观进行总体统筹规划设计；

对里湖新城核心区<里湖中央公园、

中央滨水带（含滨水道路景观）、中

轴线城市客厅（含中轴线周边道

路）>的景观设计；对连接里湖中央

公园、大朗湾、福南湾的5座景观桥

进行一体化设计。

SWA及其联合体团队参与过

不少省内的设计项目，包括千灯湖、

博爱湖等。SWA董事兼主创设计

师ScottMcCready介绍，SWA以

“产城人文”深度融合发展为理念，

为里湖新城建设发展提供高标准设

计。设计通过以水为谷、以水为涡、

以水为脉的设计手法，将生态、产

业、文化、景观融为一体，打造“两岸

芳菲相对出，一湾秀水抱城来”的新

城景致，营造休闲乐活梦里水乡，构

建绿色养生大健康城市，推进传统

与现代医药产业蓬勃发展。

里水镇副镇长杜柏盛认为，里湖

新城是里水镇党委政府计划在“十四

五”期间重点打造的未来之城，是里

水融入广佛都市圈的点睛之笔，承担

着高质量发展的时代重任，对于优化

提升里水未来发展格局具有重大意

义。自2014年启动伊始，坚持高起

点规划、高标准建设的原则，以国际

化视野规划里湖新城，让高标准的设

计引领里湖新城的建设发展。

线上赏民俗 年味不一样

里水和大沥的醒狮大

会、狮山的孝德文化嘉年华、

桂城的猜灯谜活动，还有百

年传统生菜会……今年春

节，各镇街以往“人气爆棚”

的传统文化活动，纷纷转移

到线上举行。一道道精心

“烹制”的新春文化大餐，让

南海市民足不出户，即可“云

赏”有年味、有品味、有趣味

的文化盛会。

形式在变，年味不变。

多个民俗活动“上线”，不仅

让市民安心感受新春气氛与

传统，也能让南海区以外的

人们了解这里的特色文化，

更是“十四五”规划中提出的

“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

推动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

的题中之意。

对于南海人来说，可谓

是“无醒狮，不春节”。每年

春节，南海多个镇街都会集

结群狮举办多项狮会，以祈

福欢庆、辞旧迎新。狮会当

天，醒狮路过的大街上总是

张灯结彩，人们扶老携幼观

赏醒狮采青，可谓万人空巷。

今年，为响应防疫号召

和倡导市民就地过年，南海

多个镇街的狮会活动都移师

到线上举行，但人气依然如

往年一样“火爆”。2月 22
日是农历正月十一，大沥镇

盐步龙狮大会在“南海大沥”

“文化大沥”等微信公众号以

及抖音等平台全程展播。这

场狮会开始仅半小时就已吸

引超 6万人次参与互动，截

至当日下午 3时，已突破 18
万人次。

龙狮传统不变，形式创

新花样多。在盐步龙狮大会

线上展演的过程中，主办方

共计发放万元红包，每隔 10
分钟就下起“红包雨”，另外

市民还可以通过互动参与抽

奖，赢取丰富礼品。同时，展

播平台还设有互动区，主持

人实时以文字方式介绍大沥

狮会、非遗文化及摩电安全

知识等，不仅展现了文化重

镇的魅力和风采，让守正创

新、奋发进取的龙狮精神鼓

舞人心，还擦亮了大沥“中国

民间文化艺术之乡（醒狮之

乡）”的文化名片。

早在 2 月 19 日农历正

月初八，里水新春狮艺状元

大赛同样以“线上展示+直播

互动”的形式，让市民在家也

能“360度”观看狮艺比赛的

全过程。主办方还贴心地邀

请了龙狮“行家”，为市民提

供讲解和点评，让市民在观

看比赛的同时深入了解里水

的醒狮文化。本届大赛共挑

选 6支来自里水镇各村（社

区）醒狮队伍参加，直播吸引

近5万人次观看。

20万人在线围观
“龙争狮斗”

2月20日，狮山镇罗村第

十四届“华兴之光”孝德文化嘉

年华“孝善欢乐行”活动在孝德

湖开展，线上线下齐欢庆，传承

孝德文化。本届孝德文化嘉年

华活动创新方式，开展“云购、云

逛、云展、云视”线上系列活动。

市民通过打卡点扫码可以参与

“云”系列活动，可以在线上逛

“孝德长街”集福抢红包，可以云

看“云演晚会”乐享团圆，还能在

云商场购买花灯、金箔、剪纸、盆

菜等商品，足不出户便可网罗所

需。

其中，在“云逛”打卡点，

一条“孝德长街”以乐安花灯

会、罗村城市、乡村风貌、规模

企业等为蓝本，云集孝德、咏

春、状元、花灯四大本土文化，

让市民走完一条“街”便可体

验一回孝德文化之旅。而“云

演晚会”是“云视”活动的内容

之一，旨在演绎狮山罗村深厚

的历史底蕴和城市文化创新

活力，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

施的同时，带市民感受“指尖

上的年味”。

“虽然今年现场活动的规

模变小了不少，但是传扬孝德之

风的气息一点都没有减弱。”参

加过10多年孝德嘉年华节志

愿服务的罗村广场志愿V站站

长赖玉英表示，由于今年倡导就

地过年，整个春节期间仍有不少

新市民和学生留下参加志愿服

务，志愿服务并未停步。

方式改变，孝道不变。罗

村社会管理处党委书记、主任何

宇聪表示，受疫情影响，本次活

动改为线上举行，让更多市民可

以参与其中，希望以此鼓励大家

践行孝爱精神。

线上线下齐品特色文化

对于今年别开生面的“云

民俗”活动，不少市民纷纷点

赞。“往年醒狮比赛人山人海，

今年在家中看直播也挺好。

直播画质清晰，还能多角度观

看，相当精彩！”2月19日年初

八当天上午 10时，里水市民

唐小姐准时进入直播间收看

这一文化盛事。在她看来，今

年里水狮艺大赛以直播的方

式呈现很有新意，既保留了传

统的年味，又增强了互动交

流。

广东省龙狮运动协会秘书

长黎念忠也持有同样的观点。

身为广东醒狮非遗传承人的他

认为，以“云直播”的形式推广

传统文化，是传承传统文化的

创新举措，具有重要意义。

接下来，南海各镇街还将

继续在线提供丰富的“新春文

化大餐”。桂城街道将于2月

26日～28日元宵节期间举办

“我在桂城过大年”系列活动之

“桂城小秀才 花灯元宵夜”线

上猜灯谜活动。桂城街道宣传

文体旅游办公室相关工作人员

介绍，传统猜灯谜活动一般在

晚上举行，因此，本次线上猜灯

谜活动以平洲玉器街、全民健

身体育公园、映月新城、千灯湖

公园、佛罗伦萨小镇、文翰湖公

园、映月湖公园等桂城七大特

色夜景为基础，结合桂城文化、

旅游、体育三大产业，设多个趣

味灯谜。本次线上猜灯谜活动

奖品丰富，包括1000张映月湖

环宇城英皇UA电影院电影票，

还有500张先行书店购书卡。

有兴趣的市民可关注“南海桂

城”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活动

详情。

元宵节当天，大沥也将线

上举办2021年新春口哨音乐

会，通过口哨这种“接地气”的

艺术文化陪伴市民度过佳节。

大沥还透露将在3月9日正月

廿六，以新奇好玩的方式把北

村生菜会“搬”到线上，让人们

在互动赢奖品的同时，也加深

对这一佛山市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的了解。

云互动中守住传统氛围

南海多个镇街举行线上民俗活动，精心“烹制”新春文化大餐

2月25日（农历正月十四）

大沥醒狮盛会线上展演

2月26日（正月十五）大

沥新春口哨音乐会

2月26日～28日（正月十五到十七）

“桂城小秀才花灯元宵夜”线上猜灯谜活动

3月9日（正月廿六）

北村生菜会线上活动

■大沥镇今年把盐步龙狮大会移师线上。 （通讯员刘华滔供图）

统筹/珠江时报记者李翠贞

文/珠江时报记者李翠贞邓施恩 彭燕燕丁当

通讯员邵泳雪 陈志锋刘成 邓倩茹 梁兆祥罗志杰

■“云购”打卡点上演《旗袍秀“牛”转乾坤》节目。

珠江时报记者/梁凤兴摄

■里水新春狮艺状元大赛直播现场。

（通讯员何德源供图)

■在“云逛”打卡点，一条具有广府文化和孝德元素的

“孝德长街”现场“开门”。 珠江时报记者/彭燕燕摄

部分线上民俗活动预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