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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佛山市
社科普及周启动

珠江时报讯（记者/郑慧苗通讯

员/刘金）6月23日，2022年佛山

市社科普及周启动仪式暨主题日活

动举行。

佛山市社科普及周活动是由市

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的全市范围

的群众性社会科学普及活动，系列

活动贯穿全年，自2005年以来已

连续组织了十七届。

2022年的社科普及周围绕

“喜迎二十大，奋进新征程”这一主

题，将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如送书

下乡（基层）、线上社科知识竞赛、社

科普及系列讲座等，并设计了社科

普及基地研学精品路线，组建了社

科普及宣传人才队伍开展宣讲活

动，预计全年各类活动达700余场。

当天现场，主办方选取了佛山

市社科普及基地研学精品路线上的

两个站点进行直播连线，带观众“云

探访”顺德清晖园博物馆和高明区

红色廉政文化教育基地，通过现场

连线和体验式展览，帮助市民深入

了解岭南文化。

荣获“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

普及专家”称号的谢中元教授和

被评为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普及

基地的佛山市图书馆代表上台，

就社科普及工作经验进行分享交

流；佛山市公安局、佛山市消防救

援支队禅城区大队代表上台分享

“防范养老诈骗”和“家居消防安

全”科普知识。

佛山市社科联党组书记、主席

邓翔表示，全市各有关单位和广大

社科工作者，要以这次科普周启动

仪式为起点，以提升公众人文社会

科学素养为己任，切实把省第十三

次党代会精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常态化长效化落实到社科工作实践

中，助力佛山争当传承岭南广府文

脉领头羊。

佛山市城市展览馆IP形象

发布会举行

成立青年IP联盟
增添城市文化动力

珠江时报讯（见习记者/严佳瑶）

6月22日，“有为·与城市共发展”佛

山市城市展览馆 IP形象发布会暨

“畅想湾区·青年说”特别活动在坊

塔城市展览馆的天台花园举行，推

出了全新IP形象“小鸿云”。

为促进青年们与佛山的城市精

神产生共鸣，佛山市城市展览馆推

出全新 IP形象“小鸿云”。该 IP形

象设计概念源于佛山五区的自然资

源，寓意“云汇”佛山一众地标的文

化精髓，“云赏”佛山五区美景。“小鸿

云”头上的蓝色独角，为佛山醒狮的

狮角，手执“宝盒”，则是文化地标坊

塔的缩影，承载着佛山未来美好发

展的向往与希冀。

活动现场，佛山首个青年 IP联

盟成立，近20个来自不同领域、群

众熟知的青年 IP角色首次集体亮

相。未来，佛山青年 IP联盟成员将

以其形象创意及其文创衍生品为青

少年传递正能量，为青年发展型城

市增添文化动力。

“IP是网络时代的文化产品，

承载着一定的价值观和文化理

念。”“能够破圈的 IP，常常具有正

向的精神价值，能激发积极的心

理能量。”“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

根本在青年，关键在发展。”现场，

多位业内专家齐聚一堂，围绕“IP

频频跨界破圈的现象”“青年发展

型城市试点建设的带动力”等话

题展开讨论。

今年6月，佛山入选全国青年

发展型城市建设试点城市。建设

青年发展型城市，要学懂“青年

话”，读懂“青年心”。佛山市自然

资源局副局长黄健明表示，要推

动佛山青年发展型城市试点建

设，必须高度重视青年工作，积极

为青年成长进步创造更好条件、

搭建广阔舞台。

6月23日19时，狮山

窦水位7.11米，超警戒水

位0.81米。丹灶对河堤

进行围蔽管理，禁止非防

汛工作人员进入行洪区

域。同时，安排工作人员

对管辖路段堤围进行全面

巡查，增加巡查力度和频

次。

目前，丹灶镇武装部已

召集防汛抢险队员30人待

命，村（社区）召集抢险队伍

235人待命，建设、劳边、南

沙等3个重点堤围责任段

配备100个沙包，对堤围险

段预置抗洪抢险队伍。

自6月8日以来，外江

狮山窦5米以上高水位已

持续16天，堤围在高水位

长时间浸泡情况下，堤身

土体含水量饱和，抗渗能

力逐渐减弱，容易出现内

坡堤脚渗水、管涌等险情，

目前外江退水缓慢，退水

期间风险较大。丹灶要求

村（社区）继续扩大巡查范

围，特别对堤围内坡30～
100米范围进行拉网式巡

查，重点检查排水沟、鱼塘、

低洼点的管涌或渗水情

况，发现渗水和管涌立即

上报，确保堤围防洪安全。

广东清远遭遇洪水袭

击，引起多方关注。记者

获悉，佛山市菠萝救援服

务中心救援队（以下简称

“菠萝救援队”）已兵分三

路，在连南、英德、阳山三地

参加抗洪救灾。

6月22日5时许，菠

萝救援队英德先遣队在清

远市英德西牛镇展开救援，

队员们挨家挨户到被水浸

泡的二楼搜寻，用救援艇将

群众转运到安全地带。部

分民宅需要破窗破防盗网

才能救出被困群众。对于

行动不便的老人和孩子，队

员们逐一将他们背上岸。

到22日晚，菠萝救援队共

转移英德西牛镇群众200
多人。23日上午，洪水退

了一米左右，菠萝队英德先

遣队的救灾任务改为运送

物资，把食物送给村民。

6月22日，菠萝救援

队派出部分队员到清远市

阳山县抗洪救灾，队员们用

大型排灌车帮助阳山县妇

幼保健院地下车库排涝。

截至6月23日，菠萝

救援队已连续7天，在清远

市连南县某水库，参与抗

洪排险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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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堤围内坡进行拉网式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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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

菠萝救援队赴三地抗洪

6月23日，记者从南海区三防总指挥部获
悉，由于北江中上游水利工程发挥调蓄和削减洪
峰作用，南海河道主要监测站点水位缓慢回落，
防汛形势平稳可控。

截至当天19时，南海河道12个主要水位监
测站点中有6个站点的洪水位超警戒水位，其余
监测点洪水位在警戒水位以下。

近来，面对严峻防汛形势，南海各级各部门
工作人员闻“汛”而动，奔赴防汛抗洪、转移群众
一线，筑起“安全堤坝”。

▲狮山狮西村值守的堤围段上，“守堤人”正冒着高温巡堤。

珠江时报记者/彭燕燕 摄

▲菠萝救援队将受灾群众转运到安全地带。

▲西樵水利所技术人员加强对龙湾基险段等历史险段的巡查。

6月 23日，南海区委

常委、区委统战部部长乔吉

飞带领督查组前往佛山大

堤桂城石 段展开防汛督

查。

自桂城开展防汛工作

以来，督查组先后多次前

往三洲电排站、二洲防汛

物资中心仓等地进行安全

督查。

佛山大堤石 段长

2.88公里，按二级堤防规

模建设，该段2018年由禅

城区移交给南海区桂城街

道管理以来，相关单位已制

定佛山大堤防汛预案，并组

建了机动巡查抢险队伍。

目前，佛山大堤石 段设有

防汛物资储备仓1个，大型

防汛砂石储备池1个，防汛

物资储备点3个。

记者在现场看到，大堤

附近水流湍急、漩涡涌动，

水位已将警示牌底部淹没。

自6月14日起，桂城

各社区按照应急预案实施

24小时上堤巡堤查险，要

求辖区内所有渔船停泊靠

岸，人员上岸。截至 22
日，桂城共出动7000多人

次，对 141名堤外居民进

行安全转移。防汛期间，

各相关部门还加紧对水闸

等设备设施进行检修排

查，并对防汛物资仓进行

检查更新。

6月22日23时，狮山

窦外江水位7.14米，超警

戒水位 0.84米。为应对

不断上涨的狮山沿河流域

水位，狮山雄狮连夜在行洪

区沿线的七甫社区洲尾经

济社及驿园社区水运新村，

通过集中安置、亲友投靠等

方法紧急转移群众。截至

23日凌晨，狮山共转移群

众1012人。

当晚，七甫社区居委

会在洲尾经济社行洪区

组织工作人员上门转移

群众，沿着提前订好的路

线到居委会或投靠亲友，

在 105分钟内顺利转移

洲尾经济社行洪区内的

所有群众。

当天20时许，驿园社

区水运新村内的行洪区同

样忙碌，工作人员一户户上

门发动村民拿好东西，登上

大巴车转移到集中安置点

或者投靠亲友。为保护群

众财产，工作人员还帮助村

民将冰箱、电视等电器架

高，并协助搬运困难的村民

搬运行李。

当晚，驿园社区水运新

村累计转移 478人，七甫

社区累计转移290人。

“一切正常，继续加强巡

堤查险不松懈。”6月23日
11时许，高温黄色预警正在

生效，在西樵山根社区两委

干部崔枝华的带领下，山根

社区“守堤人”刚完成一轮猪

行险段的巡堤查险检查，防

守责任险段情况正常。尽管

只是800米的防守责任段，

但崔枝华一行人巡查完一次

后早已汗流浃背。

“我们继续将巡堤查

险调整为一小时巡查一

次，全力做好防汛巡查工

作。”崔枝华介绍，山根社

区早在 6月 14日成立防

汛工作小组，24小时分批

上堤巡查防守，密切留意

水情变化。

记者现场看到，该社区

值守点内有水果、凉茶及饮

料提供给“守堤人”在间歇

时充分补充水分、消暑解热。

沿着北江堤段往上走，

联新社区工作人员在腾龙

阁内驻点防守龙湾基历史

险段。穿上水鞋、戴上草

帽、手提沙铲，他们开展了

新一轮的巡堤查险。西樵

水利所技术人员余文聪、莫

轶鸿也跟着工作人员的步

伐，巡查了联新社区防守责

任段的情况。

6月以来，西樵水利所

和水利排灌养护站安排技

术人员24小时值守，做好

历史险工险段、新发生险

情、穿堤窦闸等易出险部位

进行巡查，严防各类次生灾

害的发生。

24小时上堤巡堤查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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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转移群众1012人

“守堤人”高温下坚守阵地西
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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