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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成小珍 实习生

赖新旖 通讯员 黄晖 张长龙 张林）

细

雨霏霏，鲜花寄托无限哀思；清明将至，

又到了祭祀先烈之时。3月23日，由辛亥

革命纪念馆发起的“走读广州辛亥革

命史”扫墓活动举行。 据悉，今年已是

辛亥馆第三年举办扫墓活动， 将分3条

线路、举行6场，共祭扫39座墓地

（群）

、

逾千位辛亥革命先辈。

有志愿者连续三年参加祭扫

当天9时许，辛亥馆的志愿者、广州

大学文学院党员学生与辛亥革命纪念

馆的工作人员齐聚此行第一站———越

秀区应元路的伍廷芳墓， 大家在墓前

聆听相关讲解后，向墓碑三鞠躬，并献

上了鲜花。

红花岗四烈士墓是此行的第二站，

位于烈士陵园正门东内侧， 是一合葬

墓。 在红花岗四烈士墓，一行人举行了

庄严肃穆的祭扫仪式，4位志愿者讲述

了辛亥革命四烈士

（温生才、陈敬岳、林

冠慈、钟明光）

生平、为革命英勇牺牲的

史实。

广州中医药大学的志愿者曾梦玲

已连续三年参加祭扫活动， 她很感谢

辛亥馆提供了这么好的机会来缅怀先

烈，“作为一名文化志愿者，我有辛亥革

命的情怀，先烈‘碧血黄花’的精神，需

要我们不断传承。 ”

祭扫辛亥先辈墓地新增6座

当天，一行人还依次祭扫了白云区

的古应芬墓、史憬然墓，广州二望冈滇

军墓碑， 天河区的胡汉民墓。 据介绍，

今年祭扫的墓地新增了6座， 分别是史

憬然墓、 广州二望冈滇军墓碑、 古直

墓、俞作柏墓、李朗如墓、郑军凯墓。 其

中，史憬然墓为新发现。

据了解，史憬然是目前史料记载中

最早的女革命党人、辛亥英烈史坚如的

妹妹。 1899年，史憬然冒着被杀头的风

险，加入兴中会从事革命活动。1902年，

史憬然回到广州后，与女革命党人张竹

君一起， 办育贤女学。 不幸染病去世，

年仅22岁，葬于三望岗

（位于黄花岗公

园东北侧）

上的耶教坟场。 在1950年代

的教会坟场大迁移中， 史憬然墓碑从

先烈路移至太和镇大窝岭。

中学生群体首次加入祭扫

今年是“走读广州辛亥革命史”活

动开展的第三年， 活动将持续至4月上

旬。 据辛亥革命纪念馆馆长欧阳旦霓

介绍，在发现辛亥先辈墓地的同时，该

馆也在不断探索祭扫的新方式， 拓宽

与社会群体的合作渠道， 提升活动影

响力。

据介绍，今年扫墓活动的参与主体

更为广泛， 不但首次加入了中学生群

体，同时也面向市内党员开放招募。 活

动颇受欢迎，有多个党支部成功报名。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成小珍 实

习生 赖新旖）

记者近日从广州市科

技局公开通报中获悉，经考核，广州

动物园、海珠国家湿地公园等 27 家

单位继续保留“市科普基地”称号，

广州市猎德污水处理厂、 广州海洋

馆等 5 家单位因各种原因不通过考

核，取消“市科普基地”称号。

据《广州市科学技术普及基地

认定办法》等规定，市科技局去年启

动了对第二、三、八批市科普基地的

考核。 专家组根据相关要求，对广东

现代农业科普园等 28 家市科普基

地进行了材料和实地考核， 听取了

各科普基地近年来科普场馆建设、

科普活动经费保障、 科普活动开展

等情况及存在的问题的汇报。

考核的结果为： 广州宝桑园生

态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气象科普

教育基地、广州动物园、广东中医药

博物馆、广东海珠国家湿地公园、广

州采芝林中药文化科普基地、 广州

图书馆等 27 家单位重视科普工作，

定期更新科普设施， 科普基地管理

制度健全， 并能定期开展形式多样

的科普活动，为传播科学知识、提高

全民科学素养做出了一定的成绩，

考核结果为“通过”，继续保留其市

科普基地称号。

有 5 家单位考核结果为“不通

过”，取消市科普基地称号。 记者了

解到，5 家不通过而被取消称号的原

因不同。 其中，广州市猎德污水处理

厂、广州青少年科技馆、广州市国防

教育中心没有提交考核材料。 经查，

这 3 家单位因场馆运营管理和升级

改造等相关问题，自动放弃考核。 广

州海洋馆、 广州市缔诗兰卡购赞科

普教育基地因依托的场地租约到期

或已转让， 故取消其科普教育基地

称号。

另外， 华夏箱包文化历史博物

馆， 缺少基地建设维护运行的相关

制度， 缺少开展科普活动的具体内

容及相关支撑材料， 考核结果为限

期整改，一年后重新考核。

信息时报讯（记者 成小珍 实习生

赖新旖 通讯员 黄舒媞 谭碧瑶 ）

昨

日，“粤港澳大湾区粤语相声、 小品大

赛”

（下称“大赛”）

进入复赛，晋级复赛

的30队在广州彩虹曲苑一决高下，争

夺总决赛的6张“入场券”。

据了解，本次大赛报名人数众多，

其中团体组33队、 个人组85队， 共计

118队、310名选手参赛。 涵盖地区广

泛，选手年龄跨度老、中、青、幼4代人，

年纪最大的87岁、最小的5岁。 此外还

有高校组队参赛，反映出粤语相声、小

品深厚的群众基础。 目前初赛阶段赛

事已全部结束，共有30队晋级了复赛。

昨日， 复赛分两场在广州彩虹曲

苑举行。比赛形式以粤语相声、粤语喜

剧小品为主， 参赛的节目有相声《睇

病》《对联》《女队长》《寻找好人找举

哥》等，小品则有《奇遇》《诚信》《有趣

的一课》等。 众参赛作品取材生活，话

题丰富而鲜活，语言生动活泼，来自粤

港澳三地的选手充分展示了粤语相

声、粤语小品的迷人魅力。

经一番激烈角逐，6个节目冲入总

决赛。 据悉，大赛将于3月31日晚在广

州文化公园进行总决赛， 届时将评选

出团体金、银、铜奖，个人金、银、铜奖

以及创作奖。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成小珍 实习

生 赖新旖 通讯员 吴晶平）

鸡毛掸子、

雨衣、卷纸……放飞好奇，巧手组合成

一艘艘冲向宇宙的“飞船”！ 3 月 23 日

下午，“哎哟，没想到! 第二届全国中小

学生创意大赛” 地面选拔活动第一

站———华南区广州站在广东科学中心

上演，千余名孩子欢聚一堂，动脑子、

动手创造出数件“飞天”作品。

该大赛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

少儿频道原创大型创意季播节目，聚

焦 6 至 14 岁少年儿童创新思维和创

造力的培养。 华南区广州站作为选拔

活动的第一站，其主题为“飞”。 活动要

求选手们在指定的空间内， 以鸡毛掸

子、雨衣、卷纸、纸杯等为道具，结合广

东科学中心提供的鼹鼠机器人、 声控

四足机器人和蝙蝠战车机器人等配

件， 在两小时内现场创作完成一个以

“飞”为主题的创意作品。

据悉，3 月至 6 月期间， 大赛将分

别在华南

（广州站）

、西南

（重庆站）

、华

中

（郑州站 ）

、东北

（沈阳站 ）

、华东

（杭

州站）

、以及华北

（北京站）

六大地区进

行地面选拔活动，地毯式发掘、遴选创

意少年，原生态展现孩子们的创意，最

终将有 24 支队伍晋级大赛电视录制

阶段，一展青少年们“飞一般”的创意。

走读辛亥革命史

祭扫39座先烈墓

今年新增6座祭扫墓地

广州海洋馆被取消“市科普基地”称号

市科技局通报科普基地考核情况，华夏箱包文化历史博物馆须限期整改

广州宝桑园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广

州市气象科普教育基地、广州动物园、广

东中医药博物馆、 广东海珠国家湿地公

园、广州水果世界、广州地学与资源科普

基地、广州采芝林中药文化科普基地、广

州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科普基地、 广州

市白云山鸣春谷、 广东省昆虫与濒危动

物标本馆、广东现代农业科普园、广东省

土壤科学博物馆、 广州市光机电技术科

普基地、广州市水鸟世界生态园、广州市

舰船科普基地、广州市儿童活动中心、广

州图书馆、广州市黄埔区青少年宫、养肺

健康科普基地、 广州医科大学口腔医院

口腔健康知识宣传教育基地、 华南师范

大学生物标本馆科普基地、 广东省微生

物真菌标本馆、广州

863

汽车科普基地、

广州市从化区气象局科普基地、 广州市

中学生劳动技术学校、 广州市第四中学

科技创新实践科普基地。

保留市科普基地称号名单（

27

家）

“粤港澳大湾区粤语相声、小品大赛”进入复赛

30队一决高下 6队冲入总决赛

千名少年齐聚一堂争“飞天”

学生选手积极参赛，表演生动。 信息时报记者 徐敏 摄

众多小朋友参与比赛。

信息时报记者 徐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