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邹甜 通讯员

王侃）

昨日， 广州天河体育中心和广

州艺术博物院联合召开新闻通气会。

据悉，天河体育中心将“镇馆之宝”《勇

攀高峰》入藏广州艺术博物院，并向公

众开放。

据介绍， 当年为筹办第六届全国

运动会， 广东省政府、 广州市政府于

1987 年建成我国改革开放后首座现代

化大型综合性体育场馆———广州天河

体育中心。 为纪念广州体育史上意义

非凡的一年， 原天河体育中心筹建

办、 天河体育馆负责人邀请岭南画派

优秀代表画家黎雄才先生以“激励广

州体育健儿顽强拼搏、 勇攀高峰” 为

主题， 为天河体育馆创作一幅国画。

当年已 77 岁高龄的黎雄才先生欣然

应允。黎雄才经过一个多月潜心创作，

长6.83米、高1.58米的大型国画《勇攀

高峰》终于问世。 该画作气势磅礴，以

层峦叠嶂、 高山流水的岭南山水风光

展现广州体育健儿顽强拼搏、 奋发进

取、不畏艰难、勇攀高峰的体育精神。

作为“镇馆之宝”，《勇攀高峰》32

年来一直存放、 展示于天河体育馆贵

宾厅内。 近期广州艺术博物院特别策

划“苍松不老———广州艺术博物院藏

黎雄才作品展”，将《勇攀高峰》与院藏

40件黎雄才作品共同展出。

国画《勇攀高峰》

入藏艺博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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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川）

《醒·

狮》再燃民族魂！ 5月19日和20日，由广

州市委宣传部、 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出

品， 广州歌舞剧院创作演出的大型民

族舞剧《醒·狮》在友谊剧院进行三元

里历史文化专场展演。 来自粤港澳台

的青年学子、 外国留学生以及白云区

民众共计2000多人共赏这台文艺精品

“爆款”。据悉，该舞剧将作为唯一代表

广东省出征的剧目， 奔赴第十二届中

国艺术节

（以下简称“十二艺节”）

竞逐

“文华大奖”。

三元里街坊观后“热泪盈眶”

《醒·狮》 故事源起三元里反侵略

斗争的史实，剧中讲述的醒狮精神，正

是三元里村乃至南粤不屈不挠、 敢为

人先、实干担当的精神，也是中华民族

英勇无畏、 自强不息、 奋勇前进的精

神。 此次展演恰逢纪念三元里抗击侵

略178周年，观众中有不少来自三元里

村的村民，得知《醒·狮》讲述的正是三

元里的故事， 看到三元里牌坊立在舞

台中，当“胜利歌”响起时，他们难掩内

心的澎湃。

据悉，《醒·狮》 在筹备创排过程

中， 主创团队在广州三元里人民抗英

纪念馆、佛山祖庙、广州醒狮协会、佛

山黎家等地采风，并在广州、上海、北

京等地进行专家研讨会。

演出结束后， 有街坊表示，《醒·

狮》 用岭南优秀文化符号讲述了广州

的故事，感觉非常亲切。整个舞剧有精

美的场景、精美的南狮，也有清脆的广

东音乐， 特别是锣鼓喧天的气势让大

家感受到岭南文化的精髓。最后一幕，

三元里“胜利歌”唱起的时候，让人热

泪盈眶。 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的台湾

学生也表示，舞剧中提到“有华人的地

方就有醒狮”，自己在台湾也非常喜欢

看舞狮。

舞剧《醒·狮》主创人员之一、广州

本土作家罗丽说：“粤剧、龙舟、武术、

醒狮等传统文化， 长期以来都深植于

粤港澳三地甚至全球华人心中。《醒·

狮》 这部剧虽然讲述的是三元里的历

史，但它将武术里的南拳、粤剧里常用

的木鱼歌创造性地融入到舞狮中，恰

恰是最能引发文化认同和情感共鸣的

部分。 ”

将代表广东竞逐“文华奖”

中国艺术节是我国规格最高、最

具影响力的国家级综合性文化艺术盛

会。 据悉，舞剧《醒·狮》将作为唯一代

表广东省出征的剧目，于5月26日和27

日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参加第十二届

中国艺术节展演，竞逐“文华大奖”。

据了解，《醒·狮》 从去年4月进入

封闭式训练，自去年在广州首演至今，

已赴贵阳、上海、北京及省内其他城市

巡演，获得一众好评。 同时，《醒·狮》拟

明年赴美国、新加坡、迪拜等国家进行

文化交流演出。

《醒·狮》将竞逐“文华大奖”

日前在友谊剧院展演，周日赴上海参加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艳 通讯员

穗医保宣）

广州市用人单位的职工医

保缴费费率降至5.5%；灵活就业人员、

退休延缴人员、 失业人员的职工社会

医疗保险缴费率降低至7.5%。昨日，记

者从广州市医保局获悉， 该局联合广

州市财政局印发了继续施行阶段性降

低本市职工社会医疗保险缴费率政策

的相关通知，7月1日起继续实施。

据广州市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7月1日起继续施行的阶段性降低

本市职工社会医疗保险缴费率政策包

括：进一步加大降费率幅度，在2019年

上半年降费率的基础上再降低1个百

分点， 即用人单位的职工社会医疗保

险缴费率降低至5.5%，灵活就业人员、

退休延缴人员、 失业人员的职工社会

医疗保险缴费率降低至7.5%； 继续采

取阶段性降费率的方式。

用人单位职工医保

缴费率降至5.5%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曾易琳 ）

昨

日，2019年广州市重点建设工程项

目———现象SOHO创新中心于白云区

京溪街正式启动建设， 建筑总面积为

两万多平方米。 该项目计划建成为集

创新、 办公及商业综合于一体的创新

中心，建成后，还将联合现有的现象工

场， 共同打造成为一个五万平方米的

专业化大健康产业园区。

据介绍， 该项目为京溪村留用地

旧改升级产品， 周围分布有南方医科

大学、三九脑科医院、白云山制药厂等

优质医疗资源。项目总经理陈

垚

表示，

建设过程中将充分发挥周边医疗资源

优势，将现象SOHO打造成集科研、生

产、 会诊等多功能于一体的优质健康

医疗双创园， 致力成为推进粤港澳大

健康产业发展的“发动机”。目前，已与

华润医疗、日立中国等部分世界500强

企业达成初步进驻意向。

此外， 该创新中心还将开设空中

花园、 游泳池、CEO配套公寓等设施，

充分为企业提供休息空间， 致力打造

24小时双创园区，让进驻的企业有“候

鸟归巢”般的办公体验。

《醒·狮》展演现场。 信息时报记者 陈川 摄

《方案》 明确， 按照“尊重历史、 分类

处理、 确保办学” 的原则， 对 《广州

市居住区配套公共设施管理暂行规定》

施行前， 因各种原因导致的居住区配

套教育设施应建未建、 应交未交等历

史遗留问题进行专项处理。 由教育、

住房和城乡建设、 规划和自然资源部

门根据职能， 对已建成、 未建成的居

住区配套教育设施项目按程序分类进

行处理。 会议要求各单位落实责任，

推进方案实施， 解决居住区配套教育

设施历史遗留问题， 为广州教育持续

健康发展、 适龄儿童和青少年就近入

学提供基础保障。

会议听取市司法局关于 2018 年行

政复议和行政应诉案件情况的汇报，要

求切实提升依法行政能力，积极预防和

化解行政争议， 推动法治政府建设，营

造良好营商环境。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

市发展改革委提交的《广州市本级垃圾

处理环卫一体化 PPP 项目实施方案》

及项目合同， 要求积极创新投融资模

式， 促进环卫行业市场化发展， 推动

垃圾减量化、 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理。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市水务局提交的

将海珠区赤沙村等 6 个城中村截污纳

管项目纳入 《广州市全面剿灭黑臭水

体作战方案（2018-2020 年）》并分年度

安排资金的请示事项，要求加快推进相

关工程建设， 完善区域排水管网系统，

推动黑臭水体治理取得实效。 会议审议

越秀区政府和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提

交的《广州传统中轴线地区保护利用实

施方案》， 同意修改完善后按程序报市

委审定。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大力推进广州养老服务发展 部署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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