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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陈肖玲

通讯员/梁伟杰）深化全国文明

镇创建工作，助力佛山创建文

明典范城市。7月20日下午，

西樵镇召开了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工作推进会，进一步部署

2021年全镇文明创建工作。

会上首先传达了全国、省、

市、区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会议

精神，强调文明创建工作要着

重“创建常态化”和“提升创建

质量”。同时，总结了上半年

文明创建工作成效，分析存在

的问题，研究解决办法，安排

部署下一阶段创文工作重点任

务。

会议指出，“创文”工作涉

及方方面面，各部门各村居要

提高思想认识和业务素质，充

分理解“创文”工作的新要求、

新形式，将“创文”工作与本职

工作、乡村振兴、城市管理、新

时代文明实践等工作相结合，

全力以赴做好“创文”工作。

此外，针对上一阶段出现的问

题，例如公益广告氛围、公共

设施管理、市场及周边秩序

等，各责任单位要形成合力，逐

个击破。

会议上还解读了《南海区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重点专项

工 程 工 作 方 案 （2021-

2023）》，要求各部门各村居

围绕“改善市容环境、促进生

活便利、优化交通出行、深化

文明实践”四大方面，细化落

实“公益广告‘文明风景线’工

程、老旧社区改造提升工程、

公共环卫设施提升工程、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工程、农贸市场

（批发市场）升级改造工程、母

婴设施便民提升工程”等15项

重点工程。

“下阶段将做实做细工

作、做到精准发力、做出亮点

特色，进一步深化全国文明镇

创建工作，助力佛山创建文

明典范城市。”会上部署，将

加强部门联动，落实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 15 项重点工程，

并通过开展“至善西樵”道

德人物评选、“寻找文明达

人”线上问答、“我为文明镇

代言”宣传活动等，进一步提

升市民文明素质，引导市民

支持和参与文明城市创建工

作。

会议表示，各职能部门

和村居要高度重视，加强思

想认识，认真落实文明创建

各项工作，逐步梳理出文明

创建品牌，推动西樵镇文明创

建稳步提升、取得实效，为佛山

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贡献西

樵力量。

西樵召开“创文”工作推进会部署下阶段工作

落实15项重点工程 为城市添气质

大型舞剧话剧将
登陆樵山文化中心

珠江时报讯（记者/钟泽诗 通

讯员/张嘉宜）大型民族史诗级舞剧

《马可·波罗传奇》和国家艺术基金资

助项目话剧《远航》将分别于7月23

日和8月14日首次登陆西樵，在樵山

文化中心剧院举行佛山站的演出。

即将在本周五（7月23日）上

演的舞剧《马可·波罗传奇》依托蒙

古族文化的深厚底蕴，着眼元代“丝

路”繁荣景象，以马可·波罗历经艰

辛，远涉重洋，横跨“草原丝路”深入

内陆游历大半个中国的历史故事为

背景展开。全剧共分为“出使东方”

“结缘蒙古草原”“初识元上都”“巡

视南方”“告别中国”和“情寄明月”

六幕，讲述元代中国丝绸之路的繁

荣开放，向世界展示人类对爱和平

的向往与追求。

该剧还充分运用长调、呼麦、

马头琴、舞蹈、民歌等独具特色的蒙

古族艺术手段，融合杂技、魔术等多

重艺术，并调动舞美、灯光、音响等

现代手法，表演节奏跌宕起伏，呈现

立体、生动、鲜活的舞台效果。值得

一提的是，此剧还在美国、欧洲上演

超过600场，创下国内单体剧目国

外上演场次最高纪录。

而另一部将在8月14日上演

的话剧《远航》则是一部讲述在特护

中心（即“临终关怀医院”）发生的系

列故事，严肃但温暖，是2018年度

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

这些大型的高质量文化艺术

作品能在西樵人“家门口”上演，得

益于樵山文化中心的启用。樵山文

化中心坐落于西樵山西麓、听音湖

旁，背靠西樵山风景名胜区，是听音

湖景区的核心建筑，是集会议展览、

演出活动功能于一体的国际文化交

流中心。

樵山文化中心剧院总面积约

7700平方米，其中一层903座，二

层217座。该剧场声场效果极佳，

可以满足交响乐、芭蕾、音乐剧、歌

剧、戏剧等不同演出需要。

■观剧指南
1. 需购票观看，详情请关注

“樵山文化中心”或“南海西樵”微

信公众号。

2. 为保障观众的观演安全，

进一步落实科学防疫要求，确保演

出效果，提高观众观演体验，请入

场观众配合做好出示“健康码”、测

量体温、全程佩戴口罩等防疫工

作，且勿携带食品、饮料进场。

珠江时报讯（记者/陈肖

玲 通讯员/黄健景 摄影报道）

吹响征兵集结号，汇聚强兵正

能量! 7月18日至21日，西樵

镇开展2021年夏季兵检初筛

工作，为国家挑选优秀兵源。

今年西樵镇夏季征兵网

上报名人数达 900 多人，经

过村居目测和资料审核，预

计将有 400 多名适龄青年参

加兵检。

在体检现场，各村居有序

组织报名参军的适龄青年进

行体检初步筛选。只见适龄

青年们在各个检查室外有序

排队，等待接受视力、内外科、

五官、心电图等项目检查。今

年的征兵体检项目包括有病

史、视力、五官、外科、内科、心

电图、胸透、B超、检验等。其

中，有部分项目的标准进行调

整放宽，如视力由之前的裸眼

左眼 4.5、右眼 4.6，放宽到双

眼裸眼视力4.5。

“参军是一种荣幸，很珍

惜每一次的入选资格。”来自

山根社区、正在读大学的崔炜

豪今年 20 岁，这是他第三次

参加征兵体检，他期待能圆自

己的从军梦。同样来自山根

社区的霍其晋刚大学毕业，这

是他第五次报名。“当兵是义

务也是梦想，我想保家卫国。”

霍其晋说，在军队收获并不比

高校少，希望自己把握机会。

根据西樵镇夏季征兵工

作安排，在经过连续3天半的

体检初筛后，将于7月22日进

行士兵适应性测试（心理测

试），7月27、28日将参加南海

区统一体检。

西樵镇征兵办相关负责

人表示，将继续严把体检关，

保证兵源质量，为军队输送高

质量高标准人才。

珠江时报讯（记者/陈肖

玲 通讯员/张嘉宜）7 月 16

日，佛山通报2021年第二季

度全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专

项检查结果，西樵镇在镇级

得分中位列第五，爱国社区

在行政村明检得分中更获得

全市第二的佳绩。爱国社区

获得佛山市人居环境整治专

项奖励资金100万元以及镇

人居环境整治专项奖励资金

50万元。

目前，西樵镇正把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作为重要民生工

程来抓，由点及面、积极推

进，扭转了农村长期以来存在

的脏乱差局面，基本实现干净

整洁有序，居民环境卫生观念

不断进步，生活质量显著提

高。其中，西樵镇以“三清三

拆三整治”为重点，重点处理

荒芜院落、荒片坑塘、乱搭建

构筑物、违章广告等，推进村

居实现全面干净整洁。

一方面，西樵镇以检查促

提升，借各级部门检查人居环

境的契机，以现场走访和座谈

等形式召开工作大会，明确人

居环境整治要求，要求各村居

根据环境考评标准，自查自

评，积极开展村内卫生保洁；

另一方面，西樵组建了应急处

置队伍，集中市政办、综合执

法办、城建和水利办等相关部

门力量，重点整治季度检查明

暗检村人居环境 ；制定了

《2021 年度西樵镇推进乡村

振兴战略月度实绩考核工作

方案》，并对全市考核获得前

10 名的村居奖励 50 万元的

专项资金用于人居环境整治

治理……全镇正掀起你追我

赶、争先进位的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热潮。

此外，西樵镇还多措并举

推进农村环境进一步改善，如

加快田间看护房整治建设。

目前，全镇田间看护房共有

4162间，已通过新建、清拆、

遮挡等方式完成整治工作。

在加快推进乡村振兴专

项建设项目实施方面，西樵通

过建立项目台账，及时了解项

目进度，实地到村居审查项目

资料，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遇

到的问题。截至2021年 5月

底，西樵镇共有乡村振兴专项

建设明细项目225个，已全部

启动。

接下来，西樵镇乡村振兴

办将继续联合各部门、各村

（社区）按照产业兴旺、生态

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巩固整

治成果，以高压态势全面推

进整治工作，奋力创建西樵

镇干净、整洁、有序农村人居

环境。

第二季度全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专项检查结果公布，西樵排镇级第五

爱国社区获150万元奖励

400多名适龄青年接受兵检初筛
为特殊儿童

点亮星空
B02

野泳危险

切莫侥幸
B03

篮球花会

幼儿萌翻天
B04

“村容村貌更好了，每天

都能散步锻炼两小时，非常开

心。”70多岁的爱国社区沙涌

村人麦叔说，村里环境一天比

一天好，村民随时随地能享受

村容村貌优化的成果。

2018年以前，沙涌村常

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一堆

堆木材、竹竿堆放在屋外的空

地、斜街窄巷的转角处，甚至

是村旁的河涌边。爱国社区

工作人员曾多次劝导村民清

理垃圾，但收效甚微。

2018年 9月，爱国社区

成立卫生检查组，在实地了解

社区卫生情况后，全面开展了

以“清理辖区垃圾，你我共享

健康”为主题的爱国卫生运

动。然而，这个运动在早期遇

到了“拦路虎”：在沙涌西街有

一户住宅，门前的杉木、竹筐、

塑料桶、油布等杂物堆成了3

座“小山包”。

对此，爱国社区的干部们

召集党员及村民代表，就清理

卫生黑点广泛听取意见。“要

把卫生黑点去掉，就必须调动

村民的积极性。”每当遇到村

民不理解或不配合，爱国社区

工作人员总会耐心解释，引导

村民积极参与。“后来，村民不

仅主动清理堆放的垃圾杂物，

还主动向我们反映村中隐藏

的卫生黑点。”

“以前，进村主干道两旁

堆满了垃圾杂物，仅容一车通

行；如今车辆双向通行毫无压

力。”每天下午，麦叔都会沿着

进村主干道散步锻炼。

在爱国社区沙涌村村口，

新建的村口公园也让村民多

了一个休闲好去处。据介绍，

公园所在地原来种植了香蕉

树，还堆放了不少建筑垃圾。

2019年11月，爱国社区党委

决心将这里改造为公园。如

今，公园内随处可见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关爱未成年人等

创文公益广告，让村民在休闲

散步之余，潜移默化接受文明

氛围的熏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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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

社区获

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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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龄青年参加征兵体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