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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东莞

记者日前从清溪获悉， 清溪非遗

“麒麟舞” 将以奇幻动漫电影形式登上

银屏。 据悉，电影《麒麟王》由东莞

（清

溪）

影视动漫艺术创作基地负责人、作

家王虹虹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 日前，

已完成剧本创作和前期筹备工作，预计

在2020年上映。

麒麟集结了人类渴望的美好

“我是看着麒麟舞长大的。”王虹虹

表示，创作《麒麟王》的最初灵感源自东

莞本土的舞麒麟风俗。而在日前结束的

第十一届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

和贸易博览会上， 王虹虹团队推出了

“麒麟王”的多款美术设计形象，寻求投

资机构合作拍摄制作。

“麒麟、龙、凤、龟是传说中远古时

期的四灵，而麒麟是四灵之首。 而在四

灵之中，麒麟身上完全没有恶性，还集

结了人类渴望的美好品质。麒麟精神实

质上是一种无私的奉献精神。基于一个

这样的发现，为了弘扬人间大爱，传播

人间大爱，以此为灵感我创作了这样一

部小说。 ”王虹虹说。

电影《麒麟王》基于原著的思想内

核和世界观，讲述了一个神古时代与现

代世界交织的奇幻故事。电影《麒麟王》

的导演阿星透露，整部电影所要阐述的

就是麒麟的大爱， 这也是故事的原核。

男主人公在舞麒麟时，感受到麒麟王身

上的一种大爱，深受启迪。 拍摄画面利

用真人表演与3D动漫特效相结合，场

景炫目纷呈。《麒麟王》在改编拍摄成电

影之前，已有动漫卡通和五子麒麟衍生

品推出。

打造东莞特色原创动漫精品

据介绍，东莞

（清溪）

影视动漫艺术

创作基地是由东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

育局授牌成立的50余个全市重点文艺

创作基地之一，以东莞市虹虹动漫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

（简称“虹虹动漫”）

创作

团队为主要创作力量，以重点打造东莞

特色原创动漫精品为主要任务。

目前，“虹虹动漫”已出版原创动漫

文学著作34本、原创著作的影视作品超

过16部， 设计研发的动漫项目多达100

个案例，坐拥“麒麟王”“斗龙战士”“猎

车兽魂”“超变战陀” 等多个知名原创

IP，上映原创动画连续剧超过1000集。

信息时报记者 刘桂平

通讯员 柯坚

横沥镇15年培养大学生3000多名

发放奖教奖学金750多万元

8月20日， 东莞市横沥镇举行重教

兴学暨大学生感恩欢送会，表彰在教育

工作中成绩突出的先进集体和个人，欢

送即将迈入大学校门的横沥学子，这已

是该镇第15年举办重教兴学暨大学生

感恩欢送会。 15年来，该镇共培养户籍

大学生3000多名， 发放奖教奖学金达

750多万元。

大会在以《我和我的祖国》献礼祖

国70周年华诞拉开序幕。横沥镇长赵智

佳， 镇人大主席陈细钿等参加了大会，

并向今年考上大学本科的191名准大学

生及其家长颁发奖牌和荣誉证书，表彰

了在过去一年的教育工作中成绩突出

的横沥中学、中心小学以及横沥第二小

学3个先进集体。

今年，大会还请来了12年前受资助

大学生黄雄笋来到现场为准大学生们

分享心得体会。 12年前，还是一名准大

学生的黄雄笋因家庭困难难以继续学

业， 得益于横沥镇委镇政府的助学补

助， 如今他早已顺利毕业走上工作岗

位，如今的他不仅工作顺利，家庭还十

分幸福美满。

据了解，横沥镇一直把教育摆在优

先发展的战略地位，15年来， 横沥镇共

培养了户籍大学生3000多名，奖励家庭

3000多户次， 通报表彰300多个重教兴

学先进单位和个人，发放奖教奖学金达

750多万元； 横沥认真贯彻落实教育精

准扶贫各项惠民政策，不让一个学生因

贫辍学失学，实现了扶贫助学制度全覆

盖， 发放各类助学补助达1100万元，受

益学生达6000人次。

横沥教育办主任罗裔涛表示，横沥

镇将主动融入松山湖功能区统筹，充分

利用松山湖教育资源和东莞理工学院

教育资源， 继续推进教育提质扩容工

作， 推动横沥教育事业往更高层次发

展。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邓明敏

清溪非遗“麒麟舞”将登上银屏

东莞奇幻电影《麒麟王》筹拍，预计在2020年上映

8月21日下午，大岭山为2019年

大学生举行欢送会， 对大岭山镇考

生在高考中取得优异成绩的学生予

以通报表彰和奖励。 镇委书记张拔

海， 镇长黄德洪等镇领导班子成员

参加会议。

今年， 大岭山镇户籍考生在全

国普通高考中再次取得优异成绩。

据统计，截至8月15日，全镇共有193

名考生分别被各级各类本科及以上

院校录取， 其中庞甲飞同学考取北

京大学博士研究生， 黎曦等15名同

学分别考取英国剑桥大学等国内外

知名院校的硕士研究生， 秦圣岭等

20名同学分别考取清华大学等全国

知名985、211本科院校， 刘维天等3

名同学考取星海音乐学院等全国知

名艺术类大学，陈丽蕾等154名同学

考取本科院校。

张拔海在讲话中表示， 大岭山

镇历来重视教育， 近年来更是致力

于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推进教育

扩容提质、改革创新，加快教育现代

化建设， 推动全镇教育事业发展再

上新台阶。张拔海希望，同学们要志

存高远，成为家之栋梁、国之栋梁；

情系家乡， 热情欢迎同学们学成回

归家乡， 为家乡的发展贡献才智和

力量。

信息时报记者 刘桂平

通讯员 智勇 晓玲

8月20日，“‘粤来粤往’———‘小候鸟’

顺风之旅” 公益活动启动仪式在东莞市

寮步镇中国沉香文化博物馆举行。 记者

获悉，主办方将挑选100名小候鸟

（家庭）

，

赠送顺风车使用券。即日

（

8

月

23

日）

起至9

月7日，小候鸟

（含

1

位家长）

可凭该乘车券

免费乘坐顺风车，前往广州、深圳、东莞各

大车站。需要注意的是，报名家庭中须有1

名年龄在16周岁以下的“小候鸟”。报名时

间截至8月24日。

每年暑假，都会有一群特殊的“小候

鸟”从全国各地“迁徙”来到东莞，与父母

相聚团圆。 2019年的暑假接近尾声，小候

鸟们经历了与父母温暖相聚的时光后，

也开始计划着踏上回乡之路。 在东莞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寮步分局的指导

下，8月20日下午，哈

啰

顺风车等单位携手

推出“‘粤来粤往’———‘小候鸟’ 顺风之

旅”100人免费计划， 以帮助100个回乡小

候鸟，更便捷的踏上返回家乡的旅程。

记者了解到， 此次公益活动8月20日

正式启动， 报名时间为8月20日至8月24

日。名额有限，先报先得，获选者哈

啰

出行

APP将把乘车券发到其绑定手机号上。入

选者可凭该券在9月7日前免费乘坐顺风

车，前往广州、深圳、东莞各大交通枢纽，

踏上回乡之路。

主办方表示，这次活动，是“粤来粤

往———小候鸟顺风之旅” 公益活动的首

次活动，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丰富小候

鸟的寒暑假生活，增长见识，感受东莞这

座城市的关爱。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东莞免费送100名“小候鸟”到穗莞深车站

温馨提示：

【报名时间】

8月20日-8月24日

【报名条件】

父母在莞工作，小候

鸟年龄在16周岁以下

【咨询方式】：

可 致 电 0769 -

22482535

（信息时报东莞

办 ）

或18027593912

（主办

方）

进行咨询。

大岭山为2019年

大学生举行欢送会

9月1日开始， 东莞中小学校内

午餐午休服务新政将实施。日前，信

息时报记者从东莞市桥头镇获悉，

桥头镇教育办高度重视中小学生校

内午餐午休服务工作， 制定了工作

方案， 切实做好中小学校内午餐午

休服务。

据了解，早于2017年，桥头镇13

间中小学中， 就有10间中小学实现

了午餐午休服务。到目前为止，还有

3间学校暂时没有午餐午休服务，分

别是桥头中心小学、桥头第一小学、

桥头第二小学。 而桥头镇中小学总

人数为17383人，没有提供校内午餐

午休服务的3间学校共3741人，那就

意味着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为有需求

的学生提供校内午餐午休服务率达

到逾78%。 在服务方式上，东莞石竹

附属学校、 桥头第三小学、 第四小

学、 第五小学为引入第三方机构进

入校园提供午餐午休服务。

桥头镇教育办方面介绍， 预计

到2020年，第一小学、第二小学将为

有需求的学生提供校内午餐午休服

务， 达到90%以上的义务教育阶段

学校为有需求的学生提供校内午餐

午休服务。而桥头中心小学，也将在

扩建后按计划为有需求的学生提供

校内午餐午休服务。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香雅怡

桥头 10间中小

学实现校内午餐午休

服务

这是横沥镇第

15

年举办重教兴学暨大学生感恩欢送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