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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陈为彬 美编张韦奇

村里的宣传栏和造型牌宣

传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

“道德园”深入挖掘传统道德教

育资源，建成家训家风的乡风建

设宣传阵地……随着系列活动

持续深入推进，石澎村村民的观

念也有大大的改变。

“一开始我们大力整治村居

环境的时候，村民的想法都是

‘农村就是农村，搞那么干净有

什么用’，卫生工作举步维艰。”

陈均雄说，村干部一步步解释、

一步步推进，当看到环境变美之

后的石澎村，大家就逐渐接受环

境整治工作，观念也慢慢转变，

“现在每年组织爱国卫生志愿者

团队，大家都积极参与其中，村

民的卫生意识逐步提高了。”

实施“道德讲堂”建设，组织

开展“最美家庭”“上进好青年”

“道德人物”等评选活动；广泛宣

传道德模范、身边好人好事，弘

扬真善美，传播正能量；组建醒

狮队、武术队、舞蹈队等文化宣

传队，以村民喜闻乐见、丰富多

彩的形式传播中华民族的优秀

传统文化……通过系列文化活

动，石澎村充分展示了新时代乡

村精神面貌。

据介绍，村里目前共有6座
宗祠，同时还有1个区级文物保

护单位澎溪古庙。这些古建筑

将与村里的5个党群活动中心

串联起来，打造一条人文廊道。

石澎村将以党建文化和村史文

化为切入点，有针对性地活化旧

建筑，形成具有特色风貌的人文

廊道，以党建文化引领乡村文明

建设。

文/珠江时报记者方婷

通讯员杨晨

图/珠江时报记者许可可

《佛山历史文化丛书》“三
下乡”活动启动

丛书将送遍全市
32镇街文化场馆

珠江时报讯（记者/王方亚）

昨日下午，《佛山历史文化丛书》

向大沥文化场馆赠书活动在广

东书法园举行。接下来，丛书将

送到全市五区文化馆和 32个镇

街文化站。

当天，佛山历史文化丛书编

委会向大沥赠送了 10套《佛山

历史文化丛书》（2~6辑）。大沥

镇文化发展中心副主任杨文升

表示，这 10套丛书将发放到大

沥镇图书馆等文化场所，让读者

近距离接触到佛山本土历史文

化。

为丰富基层群众的精神文

化生活，共享佛山文化建设的最

新成果，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佛山市委宣传部、佛山历

史文化丛书编委会制订了向五

区镇街文化站联合图书馆分馆

赠送《佛山历史文化丛书》活动

实施方案，计划将已经出版的

《佛山历史文化丛书》送到全市

五区文化馆和 32 个镇街文化

站，大沥是赠书的首站。

《佛山历史文化丛书》是我

市的一项长期文化出版工程，自

2016年 11月出版第一辑十种

图书以来，至今已连续出版六辑

60种。2020年开始，丛书编委

会还以每年两种的速度编撰出

版以岭南文化为主题的中英文

版。目前《佛山历史文化丛书》

已成为佛山市和广府文化的一

张重要名片和文化支点，旨在以

广府文化滋养市民气质、塑造城

市风貌，全面提升佛山文化大市

的美誉度、影响力。

狮山镇石澎村在乡村振兴、健康建设、爱卫运动中实现蝶变

村容美村民富更有文明润心间

穿过石澎村牌坊，沿着石澎大道一路驱车，掠过
一片又一片的绿地，蔚蓝色的天空下，满眼是碧绿。

石澎村位于狮山镇的西北部，与三水相邻，面积
2.774平方公里，常住人口2963人，多年前这里还
是落后村，无论是村容环境还是人均收入都在南海
排行末尾。

随着健康南海的深入建设、乡村振兴工作的持
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有力推进，如今的石澎村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更富了，村容更美了，群
众幸福感满满。

南海区“民主法治村”“十

好和谐文明村”“体育强村”

“平安村居”“健康村”、佛山市

“十好和谐文明村”、广东省

“名村”“宜居村庄”……这些

都是石澎村摘得的荣誉。

石澎村绿化环境相当优

越，生态农田、河涌和自然鱼

塘占村域面积的70%。村内

整洁卫生，绿化环境良好，每

个自然村聚集区都有核心的

绿地与开敞空间，各经济社内

也分布有街头绿地。行走在

石澎村，用“三步一园，五步一

景”来形容再合适不过了。

在石澎村党建公园，一位

阿婆带着孙子坐在石凳上，身

后的大树恰好给他们提供了

遮阳的作用。看着村道老邻

居们来来往往，时不时打个招

呼，沐浴着舒适的凉风，阿婆

笑眯眯地享受休闲生活。

“这片土地原本是工业工

地，可以用作商铺的，但是为

了环境，为了石澎村的发展，

我们建成了公园。”石澎村党

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陈均雄

说。

走了两三分钟步程，记者

来到了石澎村体育公园，公园

里设置了健身设施，家长正带

着小孩在玩耍。“我们打算再

扩大健身设施的规模，现在这

些还不够满足村民的需求。”

陈均雄介绍，目前石澎村内有

大小公园8个，分布在各个经

济社，都是以休闲、体育活动

和生态涵养为主的乡村公园。

据介绍，2019年，石澎

村借助“南海区乡村振兴战

略特色精品示范村”建设为

契机，以“党建引领、推窗见

绿、产居融合——乡村让人

们更向往”作为特色精品示

范村创建理念，以保护自然

环境、提升居住环境、发掘文

化底蕴、景观节点打造为重

点，打造“两廊（景观廊道+人
文廊道）、三园（动、静双园+
生态之园）、一基地（特色康

养产品种养基地）”的“2+3+
1”特色精品村。

石澎村党建公园对面的

垃圾分类宣教中心正在建设，

村内设置了生活垃圾分类收

集点，还配有专职保洁员6名、

保洁车6辆、垃圾收集点6个，

保洁覆盖面达 100%。“全村

上下齐心协力、同心同德，致

力创建一个文明健康、整洁优

美的环境，建设生态发展、乡

风文明、村容整洁的卫生健康

村。”陈均雄说。

如今，石澎村沿线街景换

新貌，村里生态环境得以改

善，干净整洁的柏油路直通各

家各户，道路两旁、房前屋后

绿树成荫，鱼塘的水不再浑浊

不堪，还可以见到小鱼儿欢快

地游来游去。

推进环境整治
推窗见绿畅享慢生活

落后村华丽变身集体经济收入大幅增长

文明乡风浸润村民观念大大改变

桂城街道召开基层党建工
作会议

强化党建引领作用
推动基层治理改革

珠江时报讯（记者/刘杭 通

讯员/简志康）昨日，桂城街道召

开基层党建工作会议，部署下阶

段工作，进一步强化基层党组织

建设、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

和组织力，推动基层治理改革，

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高质量党建是高质量发展的

引领和保障。今年初，佛山市发

布《佛山市大抓基层大抓支部推

动党建高质量发展重点任务清

单（2022-2023年）》。近日，南

海区发布《南海区大抓基层大抓

支部大抓队伍大抓服务工作方

案》，进一步细化及推进基层党

建工作。

昨日会议依据《南海区大抓

基层大抓支部大抓队伍大抓服

务工作方案》，总结基层党组织

过往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明确

各项工作的时间节点和操作规

范，并结合实际情况指引各基

层党组织进一步完善“五挂钩”

全方位直联村社制度和“三固

定”直联常态化工作制度，深化

三级党建网格建设，落实大抓

基层、大抓支部、大抓队伍、大

抓服务系列措施，推动党建工

作理念创新、制度创新、手段创

新，使党组织成为基层治理与

服务的主角。

“基层工作有无限可能，只

要我们想得到，就一定能做得

到。”会上，南海区委组织部副

部长余海生对桂城街道基层党

建工作提出几点建议和期望，

要求各基层党组织注意政治学

习，要有专业意识、争先创优意

识和危机意识，要加强共建，鼓

励各社区将党建工作做出经

验、做出典型。

珠江时报讯（记者/杨慧 通

讯员/南公宣 摄影报道）5月10
日到13日，南海持续有降雨过

程。连日来，南海民警在暴雨中

穿行，救助群众，疏堵保畅，用一

抹“警察蓝”为群众带来安心。

大树断裂压伤路人
警民合作紧急救援

5月12日19时15分，里

水派出所接110警情：受暴雨

影响，里水镇万利广场对出路段

一棵树被狂风拦腰吹断，有路人

被压住受伤。

接报后，里水派出所甘蕉社

区民警中队民警梁庆权、辅警周

锦辉迅速赶到现场，只见路边绿

化带上的一棵树已断裂并横在

马路中间。经了解，大树断裂倒

地时，一名市民骑电动自行车刚

好经过，被倒下的大树压倒在

地。警辅人员见状，迅速与现场

群众合力将被压在树下的伤者

救出。伤者被救出后，头部受伤

流血，所幸人清醒并无大碍。在

梁庆权耐心劝说下，伤者跟随医

护人员前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检

查。

妥善安置好伤者后，梁庆权

迅速协调应急、市政、交警等相

关部门到现场疏导交通，并清理

断裂树干，让现场恢复畅通。

5月12日16时42分，小

塘派出所银岗社区民警中队接

到报警，狮山虹岭路段出现水

浸，民警李敬添立即带队前往现

场处置。

民警赶到现场后，雨势已有

所减弱。李敬添发现，水浸路段

大约200米，有一辆蓝色小货车

抛锚困在积水最深处。见车上还

有人，李敬添立即蹚水上前，让车

上的两人先行下车到安全位置，

并立即联系拖车前来现场救援。

随后，李敬添与同事在水浸

现场周边拉起警戒带，并引导往

来车辆和行人绕离积水路段。

李敬添还沿着花基仔细查看各

排水口，徒手清理卡在排水口附

近的树枝、塑料袋等杂物，加快

排水速度。

18时许，见现场积水逐渐

退去，浑身湿透的李敬添和同事

才放心离开。

汽车雨中抛锚
民警合力推车

5月12日下午，大雨滂沱，

黄岐交警中队民警黄俊熙仍坚

守在浔峰洲南往北高速服务

站。期间，一辆货车从高速口缓

慢驶出，黄俊熙上前指引该车驶

入待检区。

就在这时，黄俊熙发现，该

货车右侧的一个轮胎严重损坏，

他立即指引该车到安全位置了

解情况。原来，该车司机罗先生

驾车途中突遇右前轮爆胎，当时

天正下着暴雨，车流量较大，为

了不影响过往车辆通行，罗先生

只能强行行驶，一路来到该服务

站。

随后，黄俊熙联系维修人员

过来更换轮胎，并在车辆后方摆

好警示标志，确保安全。顺利更

换完轮胎后，罗先生对民警的帮

助表示感谢。

5月11日晚高峰时段，桂

城交警中队辅警李宇锋在桂澜

路执勤期间，发现海五路口有一

辆轿车正停在行车道上，便立即

上前询问情况。原来，该车突发

故障导致无法行驶。李宇锋担

心会造成次生事故，便叫来正在

路口指挥交通的协管员一起将

车辆推离机动车道。

在协助驾驶员将故障车推

至安全地带后，李宇锋还帮助驾

驶员联系了道路救援，并摆放好

三角牌等警示标志，叮嘱驾驶员

在路边安全位置等候拖车，这才

离开继续执勤。

救助被倒树压伤的路人、处理货车爆胎问题、推离雨中故障车辆……

雨中“警察蓝”稳稳安全感

■警辅人员和协管员合力将故障车辆推至安全区域。

■村民在石澎村内快乐生活。

石澎村凉亭下，村民谢姨与

几个村民正在悠闲地拉着家常，

一派和乐景象。“现在生活变好

了，没有以前那么穷了，我们也

有心情跟老邻居一起坐着话家

常，到点就回家吃饭，再出来散

散步，很休闲。”谢姨说。

石澎村发生的巨大变化，源

于2016年广珠铁路货场征地。

“以前我们村是一个纯农业村，主

要收入来源是鱼塘经济。到

2016年初，广珠铁路货场中心

在我们村落户，大规模征地后石

澎村成了全征地村，主要经济来

源为征地留用地出租租金。”陈均

雄说。

据介绍，南三产业合作区南

海园核心区的官窑货场物流园

有87%的土地位于石澎村。为

推进南三产业合作区的开发建

设，打造生产服务型国家物流枢

纽，石澎村640多亩自留地统

一租赁给南三投资公司。由此，

2020 年 集 体 经 济 收 入 为

1622.27 万 元 ，同 比 增 长

40%，而村民年底分红由人均

5000元提升至人均约18000
元，翻了近4倍。

“石澎村依附着南三产业合

作区内丰富的教育和科研创新

资源、轨道资源、产业资源、生态

环保资源、土地空间资源等，借

助合作区不断提升村内公共服

务设施、市政基础建设和完善居

住配套。”陈均雄说，未来物流园

建成后还将优先考虑村里的富

余劳动力，将有力地促进石澎村

发展。

石澎村澎边东经济社社长刘

照衍对此深有体会。家住工地附

近，他一步步见证着物流园的建

设，也对未来抱着无比的期待。

“2016年来，我们的生活都变好

了，就拿我自己来说，家里也盖多

一层楼了，也有了两台挖掘机。”

刘照衍说，以前他家的经济条件

在村里可以说是倒数的，现在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