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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有言：“言李必陇西，言

张必清河，言黄必江夏，言朱必

沛国。”据广东各地《朱氏家谱》

记载，广东境内朱氏多为沛国宗

（今江苏徐州沛县一带），多是南

宋朱熹公的后裔。

在宋代，朱姓已南迁至粤北

南雄的珠玑巷，宋代末期和元明

清各代，又相继开枝散叶。目

前，广东的朱姓主要集中于珠三

角的南海、番禺等地，此外，清

远、梅州、潮汕等地均有朱氏分

支。

相传，广东朱氏入粤始祖是

朱熹六世孙朱文焕，其子孙后代

薪火相传，以先祖的道德文章为

荣，诗书传家，和睦相处，传承散

播30余代，为岭南文教发展做

出巨大贡献。

在此过程中，九江在明清两

代便享有“儒林乡”的美誉。其

中，明末出了一位文武双全的抗

清名将朱实莲。

朱实莲（1601~1647) 字子

洁，号微庵，明九江堡西方人。7

岁能文，与姑表兄陈子壮并有神

童之称。天启元年（1621年）举

人。

崇祯十三年（1640年），授

浙江湖州府德清县知县。时中

原战乱，苏浙奇荒，民饥乏食。

朱实莲抵任，筹划赈恤，使数万

饥民得以存活。

十四年，浙西三府大水，湖

州尤剧。朱实莲请求知府免除

田赋，以解救灾民。因而触上

怒，以征调运粮误期下狱。朱实

莲狱中上疏，秉明情由。

崇祯帝阅奏，为之惊叹动

容，有意重用。逾月，狱遂解。

先谪南京松江府照磨，后迁阳府

淮县知县，累擢刑部广西司主事

兼兵部武选司，转户部郎中。奔

丧南归，不久，时局急变，李自成

起义军攻入北京，明廷覆灭。

清军入关，南明弘光、隆武

等政权相继沦陷。朱实莲以故

明臣留粤待命。清顺治三年

（1646年），南明永历政权继立

于肇庆，起用陈子壮督4省军

务，敕令朱实莲团练水陆义师。

不久，清军攻陷广州。朱实莲不

惜毁家输军实。

四年六月与陈子壮募建

水师，拥战船千余艘，举义于

九江，与陈邦彦、张家玉等合

力抗清。两攻广州不克，朱实

莲与陈子壮退守九江。麦而

炫收复高明，迎陈子壮，以朱

实莲摄县事。

清军围攻高明城，朱实莲

登城指挥抗敌，顽强固守达50

天。至十月二十九日，终于援

绝而城陷。闻军中传陈子壮被

执，朱实莲知大势已去，乃向西

跪拜永历帝，咬破指头，以血写

下绝命辞，然后于谯楼上怒目

握刀，战死于敌军中，殉节时仅

46岁。

翌年，永历帝追赠光禄寺少

卿，晋赠嘉议大夫、兵部左侍

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

清廷追谥号“烈愍”。

朱实莲著有《西樵草》《春江

咏》《横江轩草》《雪轩草》《冬春

草》等，《广东通志》《广州府志》

《南海县志》《南海九江乡志》《九

江儒林乡志》有传。

朱实莲是九江名人朱次琦

的祖先，而朱次琦是被世人尊称

为“九江先生”的晚清岭南鸿

儒。朱次琦不仅是近代著名的

学者和教育家，也是一位清正廉

明的好官，他尽心尽力为百姓办

事，廉洁做人。他的高风亮节深

深地影响后世，时至今日，他的

道德文章、立身处世的优良作

风，在海内外仍享有盛誉，备受

推崇。

珠江时报讯（记者/朱明菲通

讯员/关文轩）“网格化治理，让防

火压力在基层逐一分解，网格上

每一个节点上的负责人，都发挥

着不可或缺的防火作用。”九江镇

消防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说，基层

每一位网格员都是一粒“纽扣”，紧

紧“扣牢”基层消防安全防护网。

基层网格员负责社区消防安

全隐患日常排查整治、定期消防

宣传、及时消除火患……连日来，

九江镇英明社区网格员在各自网

格内持续开展消防安全巡查。

近日，英明社区第一网格

（忠义片区）网格员在英明忠义

工业区进行日常巡查时，发现

工业区内的一家小食店外墙排

烟口设置不当，直接在墙边排

放有热量的油烟。由于长期直

接排放，导致排烟口上方的高

压电线和周边墙体严重熏黑，

油烟和热量也加速了高压电线

保护层的老化，随时有发生用

电事故的消防安全隐患。网格

员立即将情况上报英明智慧社

区工作站，工作站处置员接报

后迅速到现场处理。处置员对

该店负责人进行消防安全教

育，责令其限期内进行整改。

之后，网格员再次到该店复查

整改情况，确认该店已重新安

装符合规定的排烟设备，消防

隐患得到排除。

日前，英明社区第三网格（村

尾片区）网格员在沙龙路段进行

日常厂企巡查时，发现辖区内的

某家具公司厂房内有大量的危化

品（胶水）乱堆放。现场并没有设

置独立的储存仓库或区域，与车

间内其他易燃材料并存，稍有不

慎就会引发重大消防安全事故，

存在极严重的消防安全隐患。网

格员立即将情况上报英明智慧社

区工作站，工作站处置员接报后

迅速赶到现场，对该公司负责人

进行严厉教育，并出具整改通知

书责令其限时整改完毕。网格员

随后再次到现场复查整改情况，

确认该厂的危化品已统一放置到

安全的独立场室进行储存，消防

安全隐患已消除。

4人违规钓鱼
被罚500元

珠江时报讯（记者/朱明菲 通讯员/

刘颖君）适当钓鱼有益身心健康，但在水

源保护区垂钓，将会受到处罚。近日，由

九江镇河长办、生态监管等职能部门组

成的检查组，来到西江铜鼓滩段，劝导和

劝退“野泳”“野钓”等各类违反水源保护

区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其中，4人因

在靠近水厂区域的堤坝垂钓，被执法人

员依法处罚500元，同时暂扣钓竿、渔网

等钓具一批。

据了解，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

内，从事网箱养殖，组织进行游泳、垂钓

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

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二万元

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个人在饮用

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游泳、垂钓或者其

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的，可处

500元以下的罚款。

下阶段，九江镇将继续开展定期执

法和突击检查，重拳治理各类违反水源

保护区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以强执法

引导市民提高保护水资源安全的意识。

网格员变消防检查员 排除辖区安全隐患
九江英明社区网格员持续开展消防安全巡查

素有“儒林乡”美誉的九江，是一个具有800多年历史的商埠。这里文风鼎盛，人才辈出，古物繁多，文化

底蕴深厚，曾孕育了陈子壮、何文绮、朱次琦、李卓峰等杰出人物和众多历史文化名人。

古代，有流芳百世的乡贤名宦、民族英雄、杏坛名师等；近现代，有青史留名的爱国志士、学界泰斗、杏林

名家、善长人翁……九江这些历史文化名人熠熠生辉，闪耀着独特的光芒。

“以人为镜，可明得失”，即日起，本报开设“九江历史名人故事”栏目，深入挖掘儒林之乡最让人敬佩的

人物和故事，进一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树立增强文化自信，引导新时代九江人担起时代之责任！

以血写下绝命辞
坚守九江英勇赴死

■案例简介
2020年，相关部门在专项

检查中发现，某代理记账机构在

接受委托人委托代理记账业务

时，没有按规定订立书面委托合

同，违反了《代理记账管理办法》

第十二条规定。

■部门说法
南海区会计学会提醒，根据

《代理记账管理办法》（财政部令

第98号）第十二条规定：委托人

委托代理记账机构代理记账，应

当在相互协商的基础上，订立书

面委托合同。委托合同除应具

备法律规定的基本条款外，应当

明确下列内容：（一）双方对会计

资料真实性、完整性各自应当承

担的责任；（二）会计资料传递程

序和签收手续；（三）编制和提供

财务会计报告的要求；（四）会计

档案的保管要求及相应的责任；

（五）终止委托合同应当办理的

会计业务交接事宜。第十四条

规定：代理记账机构及其从业人

员应当履行下列义务：（一）遵守

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统一的会

计制度的规定，按照委托合同办

理代理记账业务；（二）对在执行

业务中知悉的商业秘密予以保

密；（三）对委托人要求其作出不

当的会计处理，提供不实的会计

资料，以及其他不符合法律、法

规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行为

的，予以拒绝；（四）对委托人提

出的有关会计处理相关问题予

以解释。

■相关链接
9月17~9月21日，南海区

会计学会、南海区普法办联合

举办“学习法律法规，提升业务

水平”会计业务知识主题微信

学法大赛，参与游戏答题就有

机会获得微信红包等奖品，详

情可关注“南海普法”微信公众

号。

整理/珠江时报记者原诗杰

南海普法

委托代理记账 应订立书面合同

英明社区网格员信息表

片区 负责路段 网格长 网格处置员 网格巡查员
智慧工作站
坐席员

社区
管理员

忠义
忠义村内片区 关翠霞 13927780927 关冠杰

13516569290
黎月芬 13380278932

麦淑娟
 13798644246

忠义工业片区 廖志新 13420812366 关建锦 13630119209

昌大 昌大片区 崔伟彪 18022299090
关建基

13630119260

崔志坚 13106669280
关亮兴 18028163230  

村尾 村尾片区 廖群开 13703072796
崔耀源 13129126011
廖锦明 13923165353

开
栏
语

朱实莲

■网格员巡查时发现小食店排烟口设置不当存在安全隐患，立即处理。 通讯员供图

九江举行新《安全
生产法》宣讲会

珠江时报讯（记者/朱明菲 通讯员/

彭丽森）9月14日，九江镇举行新《中华

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下称“新《安全

生产法》”）宣讲会，邀请广东法品律师事

务所律师陈荣华对“新安法”下的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职责进行解读。

“修正后的《安全生产法》加大了对违法

行为的惩处力度：罚款金额更高、处罚方式

更严、惩戒力度更大。”宣讲会上，陈荣华重

点围绕强化政府及相关部门的监管职责、生

产经营单位的主体责任、执法与行政处罚、

责任追究制度等内容进行了深入解读。

“新《安全生产法》是九江安全生产

的新方向和指明灯。”九江镇党委委员、

副镇长邓伟航在会上强调，镇相关职能

部门和村居要提升安全生产监管能力和

属地管理的责任意识，筑牢新《安全生产

法》贯彻落实的工作基础；同时要做好新

《安全生产法》的宣贯，指导、督促生产经

营单位落实和完善新《安全生产法》规定

的各项安全生产保障措施，认真抓好当

前安全生产各项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