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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冯钰 通讯员

文研 俊彦 智强 ）

12 月 3 日， 由广州

市文联、 广州文艺志愿者协会主办的

“文艺为民·出新出彩———广州文艺志

愿者在行动” 大会在富有岭南特色的

粤剧艺术博物馆召开。 会议对近年来

的广州文艺志愿服务活动进行了总结

和表彰。

一批“最美文艺志愿者” 受表彰

广东省文联副主席， 广州市文联

党组书记、 主席李鹏程介绍了近年来

广州文艺志愿服务工作情况。 广州文

艺志愿服务全力打响红色文化、 岭南

文化、 海丝文化、 创新文化四大文化

品牌， 做到了“四个创新”。 创新领

域， 延伸手臂， 打造新时代文艺为民

新平台； 创新机制， 常态运行， 开辟

全天候文艺惠民新天地； 创新形式，

荟萃名师， 满足多样化文艺乐民新需

求； 创新渠道， 孵化复制， 拓展各区

域文艺育民新空间； 创新品牌， 丰富

内容， 提升凝聚力传播力影响力； 赞

新时代， 展新征程， 创建文艺志愿服

务新作为。

大会期间， 举办了“文艺为民 出

新出彩” 广州红色文艺轻骑兵汇报演

出活动。

为激励更多的文艺家和文艺工作

者积极投身于文艺志愿服务工作， 本

次大会还对王丹等一批“最美文艺志

愿者” “最美小小文艺志愿者” “最

佳文艺志愿服务项目” “最佳文艺志

愿服务组织” “最佳新时代文明实践

文艺志愿服务基地” 等进行了表彰。

文艺家争当文艺志愿者

市民喜爱， 文艺家争当文艺志愿

者， 在广州文艺界已成为一种新风尚。

荣获“最美文艺志愿者”的王增丰是中

国雕刻艺术大师、 广东省工艺美术大

师， 曾多次参加广州文艺市民空间活

动。 王增丰表示，很享受与市民的零距

离接触，这种温暖的交流为他的艺术创

作提供了鲜活的灵感，而这些都是以往

在工作室“闭门工作”收不到的信息。

同为“最美文艺志愿者”的广州市

作家协会名誉主席章以武虽年逾八旬，

仍长期坚持参加文艺志愿服务活动，今

年曾在广州文艺市民空间开设文学讲

座，与市民分享多年的创作心得。“对作

家来说，面向生活，深入生活，迈开大

步，走进火热的人民生活中去就如同空

气与阳光。 ”章以武坦言。

作为“最佳文艺志愿服务组织”，广

州市动漫艺术家协会多次组织举办文

艺志愿服务活动，动漫艺术家志愿者两

次走进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为患先天

性心脏病藏童画像，奉献爱心，为文艺

志愿服务贡献力量。

据不完全统计，广州红色文艺轻骑

兵新时代文艺宣讲实践行动专场演出

共 13 场次， 参加文艺志愿者 200余人，

群众 4000余人。“赞赞我的国”主题班会

暨“文艺名家进校园”活动共 24 场次，师

生及家长 10000余人次。 广州市道德模

范故事汇巡演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宣

讲活动 11场次，参加文艺志愿者 200 余

人，群众 5000余人。 新时代文明实践广

东“七个一百” 精品项目下基层活动启

动， 文艺名家携最新创作的主旋律文艺

精品， 深入基层一线为群众开展文艺志

愿服务，推动文艺志愿服务出新出彩，打

通了文艺为民的“最后一公里”。

在广州，文艺家争当志愿者

“文艺为民·出新出彩———广州文艺志愿者在行动”大会召开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王智汛 郭展

鹏 ）

昨日，“2019 年广州市创建智慧教

育示范区系列活动之 5G+智慧教育教

学现场交流活动” 在广州市第六中学、

广州市荔湾区沙面小学、毕节市民族中

学、 毕节市第六小学两市四校同步举

办。

据了解， 本次活动是广州市开展

“智慧教育示范区” 建设工作的系列活

动之一，也是广州市通过新一代信息技

术开展 2019 年度对贵州毕节教育帮扶

工作的一次重要活动。 活动以基于 5G

技术的教育帮扶为主要特色，选取了广

州市两所有代表性的智慧校园以通过

5G 网络以“专递课堂”的形式与贵州毕

节市的结对帮扶学校开展同步教学。

在广州市的沙面小学会场，语文科

的陈莉老师在毕节市第六小学孙洪飞

老师的远程协助下， 也通过 5G 高清互

动视频同时向沙面小学、毕节市第六小

学各一个班的同学开展基于 MR 设备

的语文课教学，她执教的课例是四年级

课文《盘古开天地》，在课上陈老师与同

学们亲密互动，交流融洽，突破了是空

间的限制。 英语科的王慧老师则分享了

一节 3 年级英语绘本教学课《I CAN

SEE》，标准规范的语音教学，生动有趣

的英语游戏， 和谐互助的小组学习，令

远在毕节的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感受

到英语学习的魅力所在。

主办方表示， 希望通过 5G 网络的

运用，采用这种“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把广州的智慧校园的优秀师资与教

学资源输送到了贵州毕节的被帮扶学

校。

5G助力教育帮扶 穗毕两地共享优质教学

信息时报讯

(

记者梁海祥

) 11

月 23 日，儿童早期发展高峰论坛暨

“广发小红花智慧幼儿园”产品发布

会在广州举行。本次论坛以“聚焦智

慧健康、 护航儿童早期发展” 为主

题，并正式发布了“广发小红花智慧

幼儿园”产品。

本次论坛受到广东省医疗、保

健、卫生、教育等各界人士的高度关

注，广州市卫健委、广州市妇女儿童

医疗中心和广发银行等相关负责人

参加发布会， 并为广州市首批 5 家

智慧幼儿园授牌。

广发小红花智慧幼儿园以儿童

健康管理为特色， 为政医家校提供

一站式解决方案，除此之外，还作为

广州市智慧健康幼儿园项目的智能

管理系统提供方， 共同参与项目的

建设和推广。 近年来广发银行积极

贯彻新发展理念， 主动开展金融科

技创新实践， 积极推进传统业务向

“金融+科技+场景”转型。 儿童的健

康成长关乎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为

更好地普及儿童健康知识， 传播科

学育儿理念， 给孩子一个美好的人

生开端， 广发银行与广州市妇女儿

童医疗中心合作， 通过广发小红花

智慧幼儿园推广， 致力于提升幼儿

教行业信息化水平， 共同促进社会

医疗服务体系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持

续发展与建设。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川 通讯

员 黄韵筝 ）

昨日是“国际残疾人

日”。 日前，“普特共融，爱心共筑”艺

术展示系列活动在广州少年儿童图

书馆举行。 本次艺术展示系列活动

采用“普特共融”的方式，包含脑瘫

学生艺术作品展览、美术共融、语言

艺术融合专场演出三个主题活动。

近40位来自广州康复实验学校的特

殊儿童、 青少年与雅荷塘小学的学

生一起合作画画、黏土造型，并共同

表演节目。

当天下午， 十多个广州康复实

验学校的学生跟雅荷塘小学的学生

携手合作，共同完成长卷画、油画、

黏土等美术作品。 其中， 一幅长3.2

米、宽1米的大型主题画作特别引人

注目，据介绍，这部名为“普特共融，

爱心共筑” 的作品将与近百件特殊

儿童的艺术作品一起， 在广州少年

儿童图书馆二楼专题展览室展出一

个月，展期至12月22日。

据主办方广少图表示， 本次普

特共融艺术展示系列活动， 通过展

览、美术、语言艺术等多样化的艺术

形式， 不仅呈现出脑瘫孩子拼搏奋

斗的精神，追逐艺术梦想、创造美好

生活的愿景， 而且让特殊孩子和普

通孩子在宽松融洽、 包容互助的氛

围中增进了解与友谊， 推动社会融

合和接纳， 让公共文化服务惠及每

一名少年儿童。

广发小红花

智慧幼儿园发布

特殊儿童也有诗和远方

来广少图看“普特共融”艺术展

通过

5G

网络，广州市荔湾区沙面小学和毕节市第六小学实现同上一堂课。

信息时报记者 陈文杰 摄

2020广州文艺志愿服务十大项目

星耀花城———不忘初心文艺巡演系列活动（广州市“一家亲”文艺志愿者艺术团）

墨香万家———书法艺术推广行动（广州书法家志愿服务队）

琴牵湾区———大湾区高校钢琴教师交流项目（广州音乐家志愿服务队）

燎原行动———中小学生阅读推广项目（黄埔书院志愿服务队）

声教四海———经典诵读分享会（暨南大学艺术青年志愿者协会）

湾区新貌———朋友圈手机摄影大展（广州手机摄影艺术家志愿服务队）

我爱我家———中小学生岭南文化传承推广项目（小小红色文艺轻骑兵艺术团）

旗展南粤———纪念建党 100周年粤语短歌征集展演（粤剧传承文艺志愿服务队）

花城创绘———湾区艺术荟（广州文艺市民空间志愿服务队）

漫行天下———青少年漫画创作展览（广州动漫艺术家志愿服务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