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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想进来随便逛逛，
没想到这里有那么多东西看，
还能学到不少知识。”罗湖社
区市民劳方民来到狮山镇新时
代文明实践所参观后，发出了
这样的感慨。

一走进展厅，劳方民就被
红色氛围深深感染。在这里，
可以了解狮山镇 13 个革命老区
村分布位置以及近年来的发展变
化，还可以了解张云峰、邓楚白
等革命斗争志士的英勇故事，感
受他们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和爱国
情怀。

狮山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坐落于狮山罗村文化中心，在
2019 年年底建成，建筑面积超过
10000 平方米，馆内展览的内容
非常丰富，馆外的配套设施也相
当齐全。

实践所以“同学习、同践行、
同传承”为主线，四层楼都有
各自的特色和展览主题，另设

有文明实践所大讲堂、书画
室、戏剧室、舞蹈室等多间功
能室，成为面向广大群众，集
理论宣讲、主题教育、文明文
化宣传等为一体的综合平台，
让文明实践活动热在基层、活
在日常。

实践所内还融入高科技智
能化互动展示，通过即时点播、
即时畅玩的现场体验方式，充
分展示理论宣传和思想教育，
阵地建设以及狮山镇内大型特
色文明实践活动等情况，并且
专门设置了趣味问答游戏，让
广大群众在答题中进一步了解
创文、乡村振兴等工作，感受
传统文化的魅力。

狮山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成立以来，将高品质的精神大
餐和惠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罗村市民白盛军点赞称，“自
从有了这个‘大本营’，街坊
们的精神生活更充实了！”

●南海藏珍·联盟远航

——南海博物馆联盟藏品展

时间：持续至 10 月 18 日（逢周一
闭馆，节假日除外）
地址：南海区博物馆临时展厅

亮点：南海博物馆联盟成立后南海
区内十家博物馆首次联合展览，共
展出展品 90 余件（套），都是各博
物馆备案注册的藏品，内涵丰富，
种类多样，更好呈现南海区各博物
馆的文化内涵与独特风貌。从新石
器时代到现代，从东方到西方，从
物质文明到精神追求，每一件都值
得细细品味。

●西樵山研学课堂

时间：每个周六、日
地址：西樵山

亮点：研学课堂从自然生态、文化
等维度出发，引导孩子发现西樵山
自然生态之美，了解汉字历史，体
验古法造纸、活字印刷等非遗文化，
探索西樵山的奥秘。

●舞剧《桃花扇——香君的琵琶》

时间：10 月 23 日
地址：南海影剧院

亮点：以明末清初复社人物侯方域
和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为主线，
以说书人柳敬亭为视点展开，讲述
秦淮名妓李香君的际遇故事。舞剧
以充满隐喻的舞蹈语汇，极富意向
性的舞美、新颖的叙事手法和融入
“大环境下小人物”全局史观的创
意思维，被誉为兼具“思想性、先
锋性、创意性和艺术性”的优秀原
创剧目。

●儿童剧《海底总动员》

时间：10 月 25 日
地址：平洲影剧院

亮点：将带你进入梦幻的海洋世界，
在阳光难以进入的水面，母亲的爱
同样温暖，无论是叛逆、烦恼、憧憬，
还是善良、勇敢、坚强，总有母爱
和包容，伴你成长。
演出团队深圳市东方韵儿童剧团是
深圳首家成立的专业儿童剧团。剧
团创建十年来，12 部作品在全国各
大剧院上演 1000 余场，具有一定的
影响力。

南海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串点成片，通过拓展活动载体
将特色活动送到市民身边

9月中，2020年艺术四季活动之“潮人

街舞SHOW”热闹开赛，南海市民在家门口

就可以欣赏到街舞大咖的精彩“BATTLE”；

每个周六，佛山功夫角之南海专场都在体育

公园与市民相见，无论男女老少，都可以免

费学武强身……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给市民

送上了精神食粮，讴歌新时代的文艺作品让

群众获得精神滋养。南海区的新时代文明实

践活动有序推进，一系列硬件投入和软件服

务活动，让文明实践“飞入寻常百姓家”，

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感。

2019 年 5 月，坐落在南
海图书馆里的“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正式启用，成为南海
区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十九大精神的重要阵地。目前
南海已建成 1个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7 个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286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460 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点，其
中 186 个读书驿站已全部提
升成为文明实践点，开展文明
实践活动约 800 场（次），
形成串点成片的文明实践阵地
格局。

今年 7 月，“因为有你
幸福满溢”新时代文明实践体
验日在南海图书馆举行。活动
将文明实践与爱国主义教育、
红色教育、工匠精神、美丽村
居建设、古村活化、历史建筑
遗存保护利用等工作相融合，
打造了一批特色体验活动线
路，让文明实践更接地气、更
聚人气、更有底气。参与活动
的市民黄先生说，将实践中心
设置在图书馆内，其文化氛围
和南海图书馆的书香气息相结
合，让人在潜移默化中感受到
实践中心的建设成果。

公共图书馆阵地建设只
是南海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
设的一个侧影。南海还充分整
合基层现有文化阵地和资源，

通过推动文体设施等硬件建
设，为文明实践活动的开展奠
定坚实基础。

灰砖彩瓦，彰显历史底
蕴。大沥凤池社区的乡村振兴
馆是南海颇具代表性的新时代
文明实践点，再现了凤池在产
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
等方面的发展成就。社区居委
会在这里开展宣传思想文化服
务工作，提升凤池人的文化自
信，也激励着凤池人不忘初心
奋勇前行。

南海区委宣传部常务副
部长、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局长梁惠颜表示，南海区作为
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省级
试点，要重点按照“阵地热起
来、讲学活起来、文化乐起来、
行动做起来、风尚新起来”思
路，坚持“一揽子”统筹，“七
个一”项目牵引，建立健全全
区资源“一盘棋”工作机制，
重点推进特色项目，深化志愿
服务，创建文明家庭，发挥南
海新时代敢于作为、实干有为
的精神，将中心建设工作与南
海创建省城乡融合发展改革创
新实验区工作以及村级工业园
改造、垃圾分类、城乡融合、
高质量发展等区核心工作紧密
结合，积极探索省级新时代文
明实践试点“怎么建”的问题，
努力争当省级试点排头兵。

道德人物进社区讲述善美故
事、打造文明智慧广播、打造首
届线上锦龙盛会……今年，南海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
紧扣自身功能，组织策划一批群
众喜闻乐见的活动，在潜移默化
中浸润群众心田，让新时代文明
实践更有温度。

与此同时，南海积极争取市
级优质资源和区文化活动资源，
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文明佛山唱起来”、“新时代文明
实践活动—2020 年南海区‘善
美的星空’感动南海道德人物评
选”等全区性的群众活动。一年
多来，南海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所、站、点）为重要阵地，
大力开展“文化悦民”“活力南
海”“善美南海”等新时代文明
实践活动约 7900 场，参与人数
约 500 万人次。其中“艺术四季
系列活动”覆盖人群近40万，“百
村男子篮球赛”打造成南海全民
参与率最高的体育赛事。

南海还创新搭设身边人讲身
边事、“艺术四季”“文化周末”“我
和我的祖国·筑梦夏令营”等活
动平台，采用故事分享、文艺演
出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把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干部群
众的日常生活。

更为难得的是，近年来南海
深挖本土文化资源，把文化活动

送到各镇街村居，更好地满足人
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需求。

大沥镇凤池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深入挖掘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蕴含的人文精神、道德规范，
策划为期一个月的社区文化艺术
节，开展文艺汇演、乡村振兴展示、
体育竞技、才艺比赛、特色主题
文化体验、便民服务等活动，吸
引凤池乃至沥兴、沥雄等周边社
区居民参与，推进社区文化建设，
涵养社区人文精神，提振群众的
精气神；

里水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根
据节点变更宣传主题，或提供不同
的志愿服务。端午节期间，新时代
文明实践所内设置了端午知识展览
区，让市民尽享龙舟“家”年华之
余，还向市民传承龙舟文化，传递
里水积极向上的龙舟精神；

丹灶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打
造《南海一家人》短视频品牌，
邀请本地道德模范，有为翘楚等
参与演出，以单元主题小故事宣
讲家风家训，宣扬移风易俗；以
“驻村电台人”为代表，组织媒体、
企业等开展线下进村居志愿服务。

南海通过拓展文明实践的活
动载体，将各类活动作用于不同
对象，有针对性传递文明信息，
让市民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更有意
义和价值的熏陶，让文明实践活
动更务实，更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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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6 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460 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点

截至目前，开展“文化悦民”“活

力南海”“善美南海”等新时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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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500 万人次。其中“艺术四季

系列活动”覆盖人群近 40 万，“百

村男子篮球赛”打造成南海全民参

与率最高的体育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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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狮山镇新时代
文明实践所工作
人员为少儿们进
行讲解。

    丹灶镇新时代
文明实践所结合
“祠堂活化”工
程，创新打造乡
村党建课堂。

    南海区新时代文明实
践活动之电梯消毒公益
行动启动。

    小朋友参加潮人
街舞SHOW。

▲居民动手种植
鲜花和装饰花
架。

▲大沥镇
凤池新时
代文明实
践站成为
社区开展
宣传思想
文化服务
工作的阵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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