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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张玉琴 通讯

员 刘思铭 ）

昨日上午， “越秀 40

年———林星摄影作品展” 在北京路

大佛寺普觉楼首层艺术馆开幕。 展

览共展出 40 幅从 1978 年至 2018 年

的摄影作品， 以一年一幅作品的纪

实手法记录越秀

（含原东山 ）

改革

开放 40 年来的社会发展、 历史变

迁。

作者林星是越秀区文联艺术顾

问、 广东省摄影家协会原副主席兼

秘书长。 从事摄影工作 40 余年， 擅

长纪实摄影。 他的纪实摄影作品不

仅仅停留在新闻视角， 更多的是关

注民生、 关注社会“小事”， 譬如

1978 年天成路的工厂民居、 1981 年

广州第一个自发沙发市场、 1997 年

香港回归排队抢买号外等等， 见微

知著地留下了珍贵的时代痕迹。

在开幕式上， 林星老师还把

1978 年到 2018 年拍摄越秀的一百多

幅照片捐赠给越秀区档案局， 希望

这些珍贵的历史照片鼓励人们为广

州越秀这片老城区出新出彩， 提供

更多的正能量。

据悉， 本次展览将展至 1 月 17

日。

越秀

到北京路看摄影展

见证越秀

40

年变迁

摄影展作者陈星 （右一）在展览

上为参观者介绍。

信息时报记者 陈文杰 摄

信息时报 讯

（ 记 者 梁 雨 琦 ）

近日，华景小学公

布了校园改扩建

工程的实施方案。

据了解，华景小学

拟在北校区现有

围墙范围内进行

改扩建，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增加教

学用房，改善办学条件。 该工程中标

价格为2336.7万元， 施工面积达到

11626.7平方米， 计划于本月中下旬

开工，预计工期400天。

招标公告显示，工程的建设内容

包括新建一栋新综合楼， 建筑面积

1943平方米；新建一栋可作教学使用

的办公楼， 建筑面积1512平方米；新

建地下车库1310平方米；室外景观绿

化2002平方米；拆除并重建室外铺装

4180.7平方米； 新建室外机动车位

264平方米；新建室外单车棚415平方

米；新建门楼1个。

此校内工程规模大、 持续时间

长，为了减少施工对学校正常教学活

动的影响， 学校拟定了四条管理措

施。 一是将工程与校园活动隔离，围

蔽施工场地， 实行校园进出人车分

流，划出师生专用通道，同时禁止工

程车在上学、放学时段出入。 二是优

化施工工艺、错开施工时间，降低震

动和噪音的影响。 三是通过喷淋洒

水、喷霁机降尘与加装课室空调三管

齐下的方式，减少粉尘。 四是将所有

行政办公室改建为课室，行政人员迁

到临时板房办公， 优先保障学生上

课。

信 息 时 报 讯

（记 者 李 丹 ）

昨

日， 天河区在广州

国际金融中心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 举

办“文明 有 约 ”

市民论坛暨好人好

事座谈会活动， 邀

请道德模范、 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专家学者及市民群众等共同讨论“广

州市市民公约” 修订。 据了解， 这是

天河区作为广州市唯一的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试点城区的首场新年活动。

天河作为经济强区， 在道德高地

的建设上， 积极探索新模式。 近年来，

该区突出典型引领， 持续打响“天河

好人” 品牌， 截至 2018 年底， 涌现

“天河好人” 278 名。 仅 2018 年以来，

天河就发掘、 选树“天河好人” 32 名，

其中 13 人入选“广州好人榜”， 3 人入

选“广东好人”。 其中， 张来仔被评为

第七届广州市道德模范， 黄海锋获得

第七届广州市道德模范提名奖； 蔡斯

迪家庭获评广东省文明家庭； 李国卿

家庭获评广东百户“最美家庭”。

据了解， 天河还集群式发展天河

好人志愿服务队及下设“天河好人”

工作室 8 个， 并发挥好人工作室模范

引领作用， 通过 8 个工作室

（站 ）

开

展“益陪伴—公益陪伴成长计划 ”

“付出爱·回报爱———广州好人支援计

划” “爱心妈妈私房菜” 等志愿服务

公益活动逾 200 场， 有力推进了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为天河构筑

道德高地、 建设精神家园注入强大价

值力量。

同时， 推动成立天河区“关爱好

人” 基金， “天河好人” 礼遇帮扶办

法等配套文件， 并通过定期走访慰问、

组织交流培训、 免费订送党报党刊等

方式， 关心关爱“天河好人”。 该区还

将推动七大好人工作室

（站 ）

建设，

计划每年新培育 1~2 个工作室， 从政

策和经费上给予扶持。

信息时报讯

（ 记 者 卢 舒 曼 ）

临近春节，天河区

员村市场门前常

常因小摊贩集聚

形成一条小花街。

近日，居民发现这

条街“来”得有点

早，在员村街社区服务中心楼下摆出

了十多个摊位销售百货。 记者了解

到，他们都是原白水塘违建商铺的档

主。

据了解，此前，白水塘 42 栋楼下

有 23 间违建商铺因迟迟未能拆除，

被政府部门督办和媒体曝光。 2018

年 12 月，在员村街道办教育劝说下，

白水塘物管处自行拆除了违建商铺，

但商贩们仍有大批货物无处安置。因

此， 员村街道办与白水塘物管处协

调，为他们提供位于员村街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楼下的通道，作为流动商贩

临时疏导区。

昨日，记者来到现场看到，约有

12 个档口安置在临时疏导区， 主要

销售年花、对联、鞋包、衣服、药材等

百货。

一名鞋包档口档主表示，自己来

员村经营了十多年， 之前在白水塘

42 栋前的自编商铺经营， 现在原商

铺被拆，自己还不知道怎么打算，“先

清理了这一批货物再说。 ”

有居民反映，以前的违法建筑正

是在小区通道搭起帐篷，设置临时疏

导区，后来“顺理成章”成为商铺。 员

村街道办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临时

安置是为了保障民生，给原商铺经营

者一个过渡期，以便其消化库存。 目

前临时疏导区地块权属白水塘小区，

免收租赁费。摊位范围通过划分线条

规范设置， 经测量不占用消防车道。

员村街道办表示，该临时疏导区经营

时间直到1月底，春节前将恢复原貌。

天河拟成立“关爱好人”基金

已设8个“好人工作室”，每年还将计划新增1~2个

华景小学北校区将改扩建

投资2000多万，预计工期400天

拆违后做好善后 员村设临时疏导区

疏导区经营至本月底，春节前恢复原貌

天河

天河

▲茛

员村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楼下的通道搭起帐篷，作为流动商贩

临时疏导区。

信息时报记者 卢舒曼 摄

天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