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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节的

推广，离不开学校老师的引领和

指导。近日，狮山镇横岗小学举

办阅读节之朗读领航教师朗诵

展示活动，在朗诵会上，围绕“朝

夕读书 不负韶华”的主题，全校

六个语文备课组教师真情投入，

深情朗诵诗歌。一声声富有激

情的朗诵，字正腔圆；一首首激

昂的诗歌，铿锵有力；一次次精

彩的表演，赏心悦目，赢得台下

评委嘉宾的阵阵掌声。

横岗小学相关负责人表

示，学校举办阅读节系列活动，

旨在将阅读文化种在校园里，

让它变成阳光与雨露，滋润师

生的生活，陶冶情操，让校园诗

意盎然。

相对幼儿园和小学举办的

读书节活动，中学的读书节活动

又有哪些不同？近日，桂江一中

举办第一届读书节活动。各班

参赛团队结合要推荐的优秀经

典图书，阐述在书中如何获得对

人生价值的认知、如何加深对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识和理

解、如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等，以演讲、朗诵、歌舞、戏曲、小

品、相声等多种表演形式，展示

书籍的价值所在。

据介绍，借读书节活动，各

学校充分发挥图书的育人功能，

促进学生积极开展阅读活动，营

造浓厚的读书氛围，进一步打造

翰墨飘香、格调高雅、文明向上

的书香校园。

南海各中小学陆续启动“读书节”活动

书香飘校园 学子阅读忙

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南海迎

来入夏后的第一场雷雨。

搁在以前，大沥镇南炮厂宿

舍小区一楼的叶阿姨早就不淡定

了。“一下大雨，粪水就反涌回流

到屋里。”叶阿姨解释，该小区地

势较低，一楼成为雨水乃至粪水

倒灌的“重灾区”。现在，这个问

题因为旧居民社区改造得到了彻

底解决。

南炮厂宿舍小区始建于上世

纪80年代，当时是大沥镇园东路

少有的住宅小区。不仅如此，小

区周边学校、市场、医院等配套一

应俱全，生活十分便利。“那时候，

住在南炮厂宿舍小区是环境好、

位置佳，没得挑。”小区居民李来

新说，曾几何时，他和邻居都以住

在南炮厂宿舍小区为荣。

但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

久。伴随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园

东路两侧的农田变成了商铺和住

宅，南炮厂宿舍小区成了园东路

地势较低的区域，雨水倒灌问题

时有发生。更令小区居民头疼的

是，小区管道因管口半径较小、常

年积淤，排水能力变得越来越差，

雨水倒灌问题日益加剧。

“一下大雨，小区就变成池

塘，积水都快淹到膝盖了。”叶阿

姨说，最令她崩溃的是，有一次外

出偏逢大雨，等她赶回家时，粪水

已经反涌回流到家里。“这样的日

子真是太难受了。”叶阿姨说，为

了防止倒灌，她特意买了十几个

沙包应急。

饱受雨水粪水倒灌之苦，作

为居民代表的李来新曾求助居委

会。由于问题相对复杂，居委会

只好协调市政部门疏通管道改善

小区的排水能力。“我们也清楚居

委会不容易，但这样做并不能根

治小区雨水倒灌问题。”李来新

说，住在南炮厂宿舍小区的幸福

感变弱了。

这一切因旧居民社区改造迎

来转机。为推动城市管理向村居

延伸、提升村居生活生态环境，大

沥镇根据市、区要求，制定了《城

中村和旧居民社区改造升级实施

方案（2017——2019年）》。第

二批旧居民社区改造名单中有了

南炮厂宿舍小区。

解决倒灌问题，是小区居民

的最大诉求。为此，施工方更换

了小区所有的排水管道，管道直

径是原来的两倍。不仅如此，小

区地面垫高了15厘米，每隔2~4
米设置一个出水口，大大提升了

小区的泄水能力。

“自去年8月完成改造以来，

每逢大雨小区都没出现倒灌问

题。”李来新高兴地说，旧居民社

区改造带来的改变还不止这些，

楼栋外立面翻新、低楼层更换防

盗网、管线入槽等改造让小区颜

值和安全系数变得越来越高。

“毕竟是30多年的老小区，

以前局部墙皮会不时脱落，坑坑

洼洼影响美观，更存在安全隐

患。”李来新说，经过修缮后，他和

邻居仿佛搬进了新小区，当初的

幸福感又逐渐回升了。“住的环境

变好了，生活也更加舒心了。”

文/图 珠江时报记者周钊泷

通讯员卢志能

大沥镇南炮厂宿舍小区完成升级改造

倒灌问题少了 居住更舒心

（上接A01版）

习近平强调，当前，中欧关

系面临新的发展契机，也面临着

各种挑战。关键是要从战略高

度牢牢把握中欧关系发展大方

向和主基调，相互尊重，排除干

扰。中国发展对欧盟是机遇，希

望欧盟独立作出正确判断，真正

实现战略自主。中方愿同欧方

一道努力，协商办好下阶段一系

列重要政治议程，深化和拓展各

领域务实合作，在气候变化等全

球治理问题上加强沟通，共同践

行多边主义。

习近平指出，疫苗是用来防

病救人的，中方反对将疫苗政治

化或搞“疫苗民族主义”，愿同德

方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促进疫

苗公平合理分配，支持和帮助广

大发展中国家获取疫苗，为人类

共同早日战胜疫情作出贡献。

默克尔表示，欧方在对外关

系方面坚持自主。当今世界面

临很多问题和挑战，更加需要德

中、欧中合作应对。欧中加强对

话合作，不仅符合双方利益，也

对世界有利，德方愿为此发挥积

极作用。德方重视中国“十四

五”规划，期待这将为德中、欧中

合作带来新的重要机遇。德方

愿同中方一道筹备好新一轮德

中政府磋商，尽快恢复人员往

来，加强抗疫、气候变化、生物多

样性等领域交流合作，希望就疫

苗公平分配、相互认证等问题同

中方保持沟通。德方愿为昆明

生物多样性大会取得成功作出

贡献。

珠江时报讯（记者/区辉成通

讯员/汤文英）4月6日，广东职业

技术学院（下称“广职院”）组织党

员干部前往佛山市“三谭”革命事

迹展览馆、红色廉政文化教育基

地、谭平山故居举行党史学习教

育党性锤炼系列活动，把红色教

育基地转化为党史学习教育课

堂。

在“三谭”（谭平山、谭植棠

和谭天度）革命事迹展览馆，广

职院党员干部佩戴党徽，面向

“三谭”雕像垂首肃立，向为革命

事业做出贡献的先辈默哀。广

职院党委书记刘科荣、校长吴教

育缓步上前为三位革命先辈敬

献花圈，整理缎带，全体人员向

革命先辈三鞠躬。礼毕，在鲜红

的党旗下，在场党员干部庄严地

举起右手重温入党誓词。

“三谭”对我国建党、建军和

新中国成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

贡献，谭平山是中国共产党最早

的党员之一，也是中共广东组织

的主要创建者和早期领导人之

一。广职院曾自演话剧《信仰的

力量》传承“三谭”革命精神，礼

赞英雄，表达了学校对革命先辈

的无限崇敬。

在红色廉政文化教育基地

参观学习中，广职院党员干部对

照革命先辈的高尚精神，剖析自

身寻找不足，领悟革命先辈敢为

人先、不怕牺牲、顽强拼搏的精

神，学习革命先辈廉洁齐家、廉

洁为政的良好家风，筑牢学校廉

政“防火墙”，以崭新的精神面貌

投入到学校发展的各项工作中。

广职院党员干部参观谭平

山故居，聆听英烈后人讲先辈故

事，学校党员干部在革命先辈的

清廉家风、爱国之志中回望共产

党人的初心使命——为中国人

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活动当天，广职院还举行了

全面从严治党专题研究会，开展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主

题党史学习教育微讲堂。学校

将课堂“搬到”革命先辈故居和

红色廉政教育基地来，以鲜活的

思政素材，“沉浸式”的教学方

式，让党员干部缅怀革命先辈，

体验红色精神，以实际行动接受

党性锤炼和红色精神洗礼。

课堂搬进红色基地
党史学习教育活起来

珠江时报讯（记者/周钊泷

通讯员/李卓斌）4月10日零时

起，全国铁路将调整旅客列车

运行图。新图实施后，佛肇与

穗深城际首次“牵手”，两条城

际线路动车组列车将跨线运

行，开启肇庆、佛山、广州、东

莞、深圳 5地市间城际列车互

联互通新纪元。

“新图安排深圳机场至肇庆

间跨线动车组列车11对，旅客

无需再中转换乘，可从深圳快速

通达肇庆，出行更加便捷，极大

地节省时间成本。”广州站相关

负责人介绍，肇庆往深圳方向最

早始发列车为7时22分，最晚为

18时50分；深圳往肇庆方向最

早始发列车为7时00分，最晚为

19时39分，沿途经停端州、鼎

湖山、鼎湖东、四会、大旺、三水

北、狮山北、狮山、佛山西、广州、

广州东、中堂、新塘南、望牛墩、

东莞西、洪梅、东莞港、厚街、虎

门北、虎门东、长安西、长安、沙

井西、福海西、深圳机场北站，终

到站为深圳机场站。

此外，肇庆站将首次开行至

潮汕（汕头）方向D7598/5/8
次、汕头-肇庆D7596/7次动车

组，届时将实现粤港澳大湾区东

西端快速联通。动车组肇庆站

始发时间为 14：28，途经佛山

西、广州、广州东、东莞、惠州南

站，终到潮汕站。

广铁4月10日起实施新图，佛肇、穗深城际将首次“牵手”

佛山西站出发可直达
深圳机场和潮汕地区

1.增开肇庆～深圳机场C6822/3、C6824/1、C6826/7、C6836/

3、C6838/9、C6828/5、C6830/1、C6832/29、C6834/5、C6840/37、

C6842/3、C6844/1、C6846/7、C6848/5、C6850/1、C6852/49、

C6854/5、C6856/3、C6858/9、C6860/57、C6862/3、C6864/1 次 11

对，经由广佛肇城际、广茂、广深线、穗深城际。

2.增开肇庆-潮汕D7598/5/8次、汕头-肇庆D7596/7次1对，

经由广佛肇城际、广茂、广深、杭深线。

3.经由江湛线、广深线各管内车次由“D”字头改为“C”字头。

①湛江西～佛山西 C6909、C6917、C6923、C6938、C6952、

C6958、C6960、C6968、C6970、C6992、C6995次5.5对。

②茂名-佛山西C7214、C7201、C7203、C7205次2对。

③佛山西-阳江C7721、C7723次1对。

④深圳～佛山西C7100/097、C7098/9、C7114/1、C7112/3次2对。

⑤肇庆～深圳C7046/7、C7048/5次1对。

》新图实施后变化如下：

■桂城怡海三小学子开展朗读活动。

启动“读书节”系列活

动，向师生发出“读书节”倡

议，征集“读书节”宣传标

语，教师引领开展朗诵展示

……4 月 23 日是“世界读

书日”，近日，南海各中小学

陆续推出一系列阅读活动，

掀起阅读风潮，倾心打造书

香校园。

“最是书香能致远，读书之

乐乐无穷”。4月7日，桂城怡

海三小春色满园，书声琅琅，该

校正式启动以“悦读·阅美·阅

快乐”为主题的读书节活动，努

力为学生、教师打造一个书香

校园，形成内涵丰富、特色鲜明

的校园文化。

“书是一道厚重的门，垂青

每一位敲门者。从今天开始，

请同学们轻轻‘叩响’书门，开

启幸福的读书之旅。书香飘

溢，活动精彩，希望每位同学都

能成为‘读书节’的主角，领略

读书的快乐。”怡海三小校长汤

满成寄语全体同学，要养成爱

读书的好习惯，首先要制订读

书计划，“不动笔墨不读书”，

“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读书时

要善于思考，做好读书笔记，写

好读书心得，这样才会有收

获。同时要做到持之以恒。“读

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唯有

坚持读书，才能不断进步。

怡海三小读书节活动启

动后，一系列备受孩子们欢迎

的读书活动同步开展，有讲故

事比赛、课本剧比赛、读书卡片

设计、读后感比赛、阅读之星、

书香家庭评选等活动，全体教

师也将参与到各项活动中，给

孩子们传授更多更好的读书方

法，以书籍为伴，以读书为乐，

以读书为荣，在书海中汲取智

慧的营养。

让学子领略
读书乐趣

征集读书节主题标语

“书是智慧的宝库，是启迪

心灵的钥匙，是迷途时的指南

针。”4月6日，丹灶金沙幼儿园

第九届“悦读绘演·精彩不变”

读书节启动，黄梅芬园长殷切

期望全园师生一同播下阅读的

种子，从这个春天开始，一起做

这件美丽的事，一起浸润在知

识的海洋中，享受那份诗意和

远方。

在启动仪式上，金沙幼儿园

家委会代表亲自为孩子们赠上

精美的图书，鼓励他们多读书，

读好书，乐读书。师生们还共同

带来了一场精彩的文艺节目，既

有老师和孩子们一起演绎的诗

歌朗诵《悦读》，也有孩子们的表

演《三字经》，文艺表演充分融入

阅读文化，激发孩子们对读书的

浓厚兴趣。

为唤醒广大师生参与“读书

节”活动的热情，桂城桂江小学

面向全校师生征集“读书节”活

动主题宣传标语。据介绍，该校

将四月份确定为“远航读书节”，

将陆续推出师生、亲子等一系列

阅读活动。

将阅读文化种在校园里

文/珠江时报记者区辉成 图片由学校提供

■南炮厂宿舍小区经过整改后面貌焕然一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