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例简介
何某的舅舅孙某早年

丧偶，一直没有再婚，无子

女，父母也去世多年。孙

某晚年生活长期由包括何

某母亲在内的3个兄弟姐

妹轮流照料，孙某也有意

愿在死后让3个兄弟姐妹

共同继承自己名下的房

产、存款等遗产。在半年

前，何某母亲不幸因病去

世。将来舅舅孙某去世

后，何某能否代替去世的

母亲，作为继承人之一继承

遗产？

■部门说法
根据此前《继承法》第

十条规定，遗产按照下列

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

偶、子女、父母。第二顺

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

祖父母。继承开始后，由

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

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

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

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

承。该法并没有规定第二

顺序继承人的子女享有代

位继承权。

《民法典》则对代位继

承进行了完善，第1128条

第二款规定：被继承人的

兄弟姐妹先于被继承人死

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兄弟

姐妹的子女代位继承。因

此，何某是有权代位继承

舅舅孙某的遗产。

■相关链接
11月19日至12月5日，

逢周五至周日，南海区普法

办、南海区司法局、南海区教

育局联合举办“党在我心中”

主题微信学法大赛，参与游

戏答题有机会获得微信红包

等丰厚奖品，详情可关注“南

海普法”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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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马

一右 通讯员/林君 摄影报

道）“天地玄黄，宇宙洪

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

……”11 月 12 日，狮山镇

罗村中心幼儿园内响起郎

朗读书声。200 多名幼童

身着汉服，参与罗村状元

开笔礼活动，体验状元文

化和孝德文化。

上午9时，罗村中心幼

儿园师生精彩的舞蹈表

演、咏春展示，拉开了开笔

礼的序幕。随后，狮山镇

罗村社会管理处党委委

员、副主任蒋开展，罗村中

心幼儿园园长黄江英手持

鼓槌敲响状元鼓，为小朋

友们送上殷切祝福。

童蒙之学，始于衣冠；

先正衣冠，后明事理。在幼

儿园教师的指导下，200多

名小朋友分4批，依次自正

衣冠，包括扶正帽子、整理

好衣领衣袖、系好鞋带等。

这意味着，小朋友从此学

做一个干净、整洁的人。

“双手平举，合抱胸

前，一鞠躬，二鞠躬，三鞠

躬！”学会做人的同时也要

懂得尊师重道，自正衣冠

后，小朋友们庄重地向伦

文叙状元行鞠躬礼。伦文

叙是明代状元，学识渊博、

品德高尚、极重孝道，在罗

村已成为状元文化、孝德

文化的代表。

礼毕，联和吴汉小学校

长蔡阳合受邀上 台 领 读

《千字文》，并教小朋友学

写“人”字和“孝”字。紧

接着，点朱砂、击鼓明志、

挂许愿牌、喝益智茶，小朋

友们依次完成系列仪式。

罗村中心幼儿园教学

主任陈丹介绍，孝德文化

礼仪一直是该园的办学特

色，该园会在重阳节等传

统节日，鼓励小朋友回家

为爷爷奶奶倒水、捶背、

洗脚等，通过亲身躬行，

让小朋友真正成为罗村孝

德文化的新一代传承人。

“希望通过这个活动，

让孩子学做人，知行孝，尊

师勤学，崇德立志。”黄江

英表示，自2011年以来，为

纪念伦文叙，罗村建设了状

元阁、状元公园，不断将伦

文叙所代表的文化延伸为

状元文化，同时有机融合罗

村孝德文化，打造出尚善尚

学的孝爱之城。此次开笔

礼活动，是狮山镇罗村第十

五届孝德文化嘉年华状元

文化月系列活动之一。

狮山罗村举办开笔礼活动

200多“小状元”
学写“人”知行孝

狮山罗村举办开笔礼活动

200多“小状元”
学写“人”知行孝

■“小状元”们行鞠躬礼。

珠江时报讯（记者/梁凤兴

通讯员/林君 摄影报道）罗村已

完成招大冼边人居环境示范村、

上柏社区党建主题公园等项目

92个。11月16日，狮山镇罗村

社会管理处举行乡村振兴工作

推进会，总结前期工作经验、表彰

优秀队伍，谋求突破现有工作思

路，推动罗村乡村振兴工作迈上

新台阶。

党建引领+长效整治
提振乡村振兴信心

精致美观的“四小园”、色彩

靓丽的墙绘、干净整洁的公厕、

微风习习的河滨长廊……会上，

14个农村社区的乡村振兴工作

通过展板进行展示；通过播放加

入前后对比的主题视频，展现罗

村社会管理处乡村的蜕变。

今年以来，狮山镇在佛山市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专项检查中

捷报频传。其中，罗村社会管理

处招大社区、上柏社区先后通过

检查，获得上级高度评价。

会上，招大社区党委书记、

居委会主任招国强在分享中表

示，招大社区在党建引领下，通

过分组落实、利用村规民约及

“压实四大责任”等方法，形成长

效管理机制。

“广泛动员党员群众，高位

定点，分点细化，逐个击破，是上

柏社区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核

心所在。”上柏社区党委书记、居

委会主任蔡华生分享道，在党员

的带头作用下，社区形成人人争

先、美化家园的氛围，卫生环境、

“四小园”建设、乡村振兴项目推

进等方面都得到提升。

大会还对管理处内14个“最

具奉献”的经济社党支部进行表

彰，以鼓励各经济社党支部和广

大党员讲奉献、做表率、齐参与、

共治理，助力罗村乡村振兴工作

提质增速。

结对共建+深挖内涵
助力乡村振兴再出发

当日，大会为沙坑社区特色

精品村建设项目举行启用仪式。

据介绍，沙坑社区在推进乡村振

兴工作中，结合当地历史文化，

充分吸收多方建议，已完成海

南、潮河、东华、养正经济社特

色精品村建设项目和沙坑社区

环境整治提升建设项目。通过

连点成片，极具特色的沙坑“五

甲”村建设风格已具雏形。

在此示范带动下，上柏社

区和相关企业现场签约，通过

结对共建，未来重点针对“四小

园”设计、乡村振兴项目规划等

方面提升乡村建设设计水平，

共同描绘上柏美丽乡村新画

卷。

今年以来，罗村通过开展

“乡村四小园”特色小生态板块

设计方案征集活动，引入多方

专业力量投入到美丽乡村建设

中。据统计，2019年至今，狮山

镇罗村社会管理处共投入建设

乡村振兴项目约4.68亿元。目

前，已完成招大冼边人居环境

示范村、上柏社区党建主题公

园等项目92个，完成“四小园”

项目共215个，投用面积约5万

平方米，村民实现推窗见绿、抬

头赏景。

狮山镇罗村社会管理处党

委副书记、副主任李鹏表示，接

下来各社区要深化农村“领头

雁”工程，建立“组织引导、党员

监督、群众评价”项目建设机

制，激发基层自治、基层善治的

活力；加强党建宣传与乡村振

兴高度融合，建立党建引领“红

色网格”人居环境治理模式，广

泛开展小微公园、菜园和花园

的布局建设和美丽庭院建设，

进一步优化全域人居环境水

平，打造罗村形式多样、发展规

范、特色显著、结构合理的美丽

乡村发展新格局。

珠江时报讯（记者/曾雯 通

讯员/于方舟）11月15日，佛山市

公安局南海分局松岗派出所（下

称“松岗派出所”）联合官窑启明

星驿站到桃园中学，向1200名初

一学生开展青少年禁毒、“净网

2021”等主题宣讲活动。

“同学们，有谁知道我们为

何要读书，我们现在学习的知

识，与未来从事的职业之间有什

么关系？”上课前，松岗派出所民

警于方舟抛出问题，引起大家思

考。紧接着，于方舟引述上世纪

90年代的“世纪审判”案件，向大

家介绍警察在侦查活动中的物

证提取、证据分析、实验室化验

等过程。“每个人的DNA都是不

同的，警察正是利用这一技术对

现场生物样本进行鉴定，这个知

识点你们会在生物课上学习

到。”通过引用案件中的重要发

现，于方舟向同学们介绍了对照

实验原理，进而培养大家的辩证

思考能力。

随后，于方舟通过该案被害

人妮可涉嫌吸食毒品一事，将课

堂主题引到禁毒教育上来。“大

家有谁知道常见毒品有哪些，请

举手。”于方舟在提问互动中，向

学生们讲述常见毒品种类及其

危害，并详细介绍了新型毒品的

隐蔽性和对应防范方法。

最后，官窑启明星驿站负责

禁毒工作的社工向同学们展示

毒品模型，民警派发宣传册，向

大家传授防范电信诈骗、安全健

康上网等知识。

“未来，松岗派出所将继续

探索青少年普法教育新课程，力

争将警方普法与校方教学相结

合，帮助同学们在浓厚的学习氛

围中健康成长。”于方舟表示。

珠江时报讯（记者/李福云通

讯员/黄碧君）近日，狮山镇应急管

理办公室开展新《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普法知识竞赛，来自

狮山镇各产业园区的10多家企业

队伍以赛促学，进一步提高生产经

营单位和员工的应急管理能力。

竞赛以“安全生产万里行”为

主题，采取现场答题形式，分复

赛、决赛两个阶段，题目涵盖了新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法

律知识、行政法规和应急知识等

内容，全方位考评了参赛队伍对

安全生产知识掌握的程度。

在抢答题和风险题环节，选

手们充分运用自己掌握的安全知

识，以及巧妙的答题战术，密切配

合冲破重重关卡。经角逐，最终

天津富奥电装空调有限公司佛山

分公司、广东宏陶陶瓷有限公司、

佛山市瑞普华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获得第一、第二、第三名。

“本次比赛，加深了我们对新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

理解和掌握，这种以赛促学的方

式，能让法律知识更深入人心，促

进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将安全生产

更好地落实到位。”天津富奥电装

空调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参赛者

表示。

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实施以来，狮山镇应急管理办

公室在全镇范围内广泛开展宣传，

让各单位、企业迅速掀起学习热

潮，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生命至

上”的理念，坚持以人为本，推动安

全发展，着力营造学法、懂法、守法

和用法的浓厚氛围。

下一步，狮山镇应急管理办公

室将以此次活动为开端，将学习新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落

到实位，认真开展环境安全大排查

大整治，从源头上防范化解重大环

境安全风险。

狮山罗村召开乡村振兴工作推进会

“四小园”建设见成效
村民实现推窗见绿

公安民警进校园 安全教育送课堂
普及青少年禁毒、防电信诈骗和安全上网知识

以赛促学 安全生产更到位
狮山镇掀起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学习热潮

先于被继承人死亡
子女能代位继承吗

■通过连点成片，沙坑五甲村建设风格初具雏形。

■学生们了解毒品模型。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