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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东莞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通讯员 莞宣

日前，《回望故园： 东莞村落记

忆》新书首发暨 2019 第五届东莞市

民摄影周活动在石排塘尾古村举

行。 据悉，5 月 18 日—26 日，《回望

故园：东莞村落记忆》书籍图文展、

“全国古村古建筑影像联展” 等 40

个展览在 4 个展场同步展出。

为讲好东莞历史文化故事，传

播推介东莞人文之美，市委宣传部

联合其他单位策划编撰了《回望故

园：东莞村落记忆》一书。 该书聚焦

东莞的传统古村落， 分为“传承”、

“记忆”、“守护”和“重生”四个章节，

收录近百张展现古村风情的精美

照片。

《回望故园》中文版将在全国一

线城市机场、中心书城、门户图书网

站等铺开发行，英文版还将参加今

年 10 月的德国法兰克福书展和明

年年初的伦敦书展。

本届市民摄影周由中共东莞市

委宣传部主办，石排镇人民政府、东

莞市摄影家协会等单位承办，摄影

周主题为“记忆·乡愁”。 市民摄影

周目前已连续举办了 4 届， 每届活

动都吸引 10 多万市民入场观看。

今年的市民摄影周将持续到 5

月 26 日， 期间将在石排镇塘尾古

村、东莞展览馆、东莞图书馆、东莞

规划展览馆推出 40 个摄影展览。

东莞规划展览馆的名家展，推

出《第二届十杰人民摄影家作品

展》， 展出中国摄影家协会顾问

王文澜、副主席柳军、刘鲁豫等

摄影名家的作品。 东莞图书馆推

出自由展。 东莞展览馆推出本土

作品展《“松湖精英”人物风采摄

影展》。

日前，“萨克斯疯四怪客———

欧陆顶尖萨克斯风四重奏音乐会”

在东莞莞城文化周末剧场上演。 萨

克斯四重奏乐队自 1994 成立以

来，曾参与亚维侬艺术节、布尔日

春天音乐节、 里昴夏日音乐节等，

已全球累积演出了 1500 场以上。

当晚，四位演奏家用搞笑幽默

的方式演奏了《Ｇ 弦之歌》《命运交

响曲》《土耳其进行曲》等二十多首

经典名曲。 他们通过用萨克斯对

话、演绎经典影视画面、舞蹈等形

式，在幽默中演绎经典名曲，为观

众带来别样的音乐会。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通讯员 香雅怡 梁启彬

记者获悉，东莞市社科联、东莞市文

明办将在全市举办东莞首届“社科杯”征

文演讲大赛活动。大赛以逐梦“湾区都市、

品质东莞”为主题，以东莞成长故事为主

线，体裁不限，篇幅 3000 字左右，重点围

绕都市品质、精神文明建设、高品质文化

引领型城市等内容。

大赛分为两个阶段进行，征文阶段为

2019 年 5~9 月，组织主题征文。5月 15日至

8月 30日为征文投稿时间，可登录“东莞社科

联”官方网站进行报名参赛。9月，主办方组织

专家学者评选 20篇优秀文章， 颁发奖杯、证

书和稿费。 演讲比赛阶段将安排在 2019年

10月，届时将举行“社科杯”征文演讲大赛。

主办方组织优秀征文作者参加演讲大赛，

评选 10 名优秀演讲者，颁发荣誉奖杯、证

书。

信息时报记者 曾德顺

通讯员 东莞市社科联

日前，2019 年 5.18 国际博物馆日

主会场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中国建筑

陶瓷博物馆

（ 唯美陶瓷博物馆）

举办。启

动仪式由东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和高埗镇人民政府联合主办。

东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晓棠

指出，处于丝绸之路东西方的中国和意

大利交流互动频繁，唯美集团作为东莞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代表，通过

陶瓷加强与意大利等国家在技术、学

术、文化、商贸的交流和合作，并在海外

投资设厂，是东莞本土企业积极“走出

去”、擦亮“东莞制造”的典范。

启动仪式上，中国建筑陶瓷博物馆

和扬州博物馆

（ 马可波罗纪念馆

）签订

了合作协议，结为“学术交流友好合作

馆”， 这是国有博物馆与非国有博物馆

加强交流合作的创新尝试，有助于两大

博物馆体系实现跨区域资源共享。启动

仪式同时展示了唯美陶瓷最新陶瓷科

技产品，展出了《马可?波罗———神奇的

东方之旅》和《传统的未来———唯美陶

瓷创新发展之路》， 还组织了八大博物

馆推出 15 项互动体验活动， 吸引了众

多的观众参与。除了启动仪式现场活动

外，全市博物馆针对“国际博物馆日”推

出涵盖文物鉴赏、精神弘扬、文化传承、

科普教育、 共建共享五大类共 36 项活

动，为广大市民提供内容丰富、形式多

样的文化大餐。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2019第五届东莞市民摄影周开幕

《回望故园：东莞村落记忆》新书首发

第十届少儿艺术

花会决赛开锣

为繁荣东莞市少儿艺术创作，

由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市教育

局和市妇联联合举办的东莞市第十

届少儿艺术花会已于今年 3 月至 4

月启动了选拔赛。

日前， 选拔赛已经全部结束，共

收到各镇

（ 街）

、市直属学校、市直属

大型校外培训机构报送的节目 382

个，其中，音乐类 86个，舞蹈类 47个，戏

剧曲艺类 37个，书画类作品 212件，决

赛共分为 10 个场次进行比赛。

日前，率先举行决赛的是书画类作

品比赛。 即日起到 5月 28日，还将举行

舞蹈、音乐、戏剧曲艺类比赛。 5月 31

日，还将在市民艺术中心星剧场举办颁

奖晚会。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通讯员 利民

王志辉

书画篆刻展亮相

近日， 由东莞市文化馆策划主

办的“乐道———王志辉书画篆刻展”

在东莞市文化馆开幕。 本次展览展

出了作者近年来创作的一批精品力

作，涵括了三十余件书法作品、三十

余件国画作品及一批篆刻作品。 这

些作品内容丰富、风格多样，书法涉

及篆隶行草各体， 篆刻取法秦汉等

流派； 国画以传统写意花鸟为创作

思路。 作品根植传统而不乏创新，以

不同的创作风格尝试探索， 展现了

中国传统书画印合一的艺术之美。

展期持续至 5 月 29 日。

王志辉，广东惠来人，现为广东省

书法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中国画学会会

员， 东莞市公安局文艺人才库专业人

才，茂名市书画院特聘书法家。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通讯员 利民

市教育局重组4部门

5 月 20 日， 记者从东莞市教育

局获悉， 为了进一步做好关心下一

代工作， 东莞市教育关工委重新组

建 4 个工作部门：关工委办公室、家

长学校工作指导中心、 关爱儿童工

作中心和文化体育公益活动中心。

关工委办公室负责统筹指导市

普教系统关心下一代的工作， 负责

市教育局关工委日常工作； 家长学

校工作指导中心主要配合市教育局

深入推进中小学家长学校建设工

作，指导全市各园区、镇

（ 街）

全国规

范化家长学校实验区和市直属学校

全国规范化家长学校创建工作；关

爱儿童工作中心主要负责配合市教

育局指导全市中小学、 幼儿园做好

困难家庭儿童、特殊儿童关爱、帮扶

和跟踪教育工作， 促进他们健康成

长； 文化体育公益活动中心负责配

合市教育局开展公益类的文化、体

育、艺术活动，以及校外实践教育活

动，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莞城：喜剧式萨克斯音乐会奏响文化周末 首届“社科杯”征文

演讲大赛启动

5.18国际博物馆日系列活动启动

36项活动为市民提供多样文化大餐

摄 影 周

吸 引 市 民 入

场观看。

图为音乐会现场。

日前， 由东莞广州美院文化创意研

究院、东莞市摄影家协会主办，东莞市摄

影家协会万江分会、 广州美术学院跨媒

体学院摄影系协办的“为乡村而纪录”摄

影展在东莞广州美院文化创意研究院五

栋一楼展厅正式开幕。 展期将持续至 5

月 26 日，市民可免费入场参观。

据悉，该摄影展自 3 月 29 日启动征

稿以来，共收到作品共 330 余幅

（ 组）

。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通讯员 卢琦欣

相关新闻

“为乡村而纪录”摄影展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