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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岭山成为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会员

其特色的群众文化精品获得国家群星奖

□

信息时报记者 刘桂平

日前大岭山镇专家云集，为大岭山

再添一张新名片。 记者从大岭山获悉，9

月 13 日， 大岭山广播剧发展交流会在

大岭山文广中心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

专家学者为大岭山广播剧发展建言献

策，经专家评议，大岭山成为中国广播

剧研究会会员。

《火凤凰》获“五个一工程奖”

近年来，大岭山广播剧事业在高手

如云的广播界凭借扎实的表现“异军突

起”，不仅实现了连续获奖的佳绩，而且

在舆论引导、助推地方经济社会快速发

展的路上大踏步地前进。 大岭山结合自

身独特的红色文化资源， 围绕大岭山

“英雄母亲” 李淑桓的故事原型成功创

作出三集广播连续剧《火凤凰》，荣获中

国广播剧研究会专家奖金奖以及广东

省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

奖”。

9 月 13 日，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一行

先后来到东纵纪念馆、大岭山莞香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园等地采风，现场观摩

大岭山文艺工作者创作编排的表演节

目， 近距离感受大岭山独特的文化魅

力。

大岭山镇委委员李容介绍，大岭山

镇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高度重

视群众文化事业，不断充实群众的精神

文化生活，一些极具地方特色的群众文

化精品获得国家群星奖和多项省级、市

级奖项。

经过专家评议，中国广播剧研究会

将大岭山吸纳为全国首个乡镇级会员。

接下来，大岭山将逐步形成广播剧发展

的“大岭山模式”，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及

文化事业发展。

中国广播剧研究会名誉会长安景

林表示，现在广播剧创作很注重挖掘本

土的文化、本土的历史题材。 东江纵队

的事迹可歌可泣、非常感人，希望能够

进行大力宣传， 广播剧也是一种方式，

让大家都知道他们，记住他们，学习他

们。

今年两部原创作品“走红”

9 月 12 日，中国广播剧研究会第二

十届广播剧专家评析会在大岭山镇文

化广播电视服务中心召开。 今年，大岭

山镇创作了两部广播剧进入专家评析

环节。 其中一部是疫情期间，根据广东

省援助湖北医疗队员的事迹， 创作的

《生日里特殊的礼物》；另一部是以香港

民众冒险守护国旗为原型的《护旗》。 这

两部剧均通过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

声向全国听众首播，后被中央人民广播

电台、“学习强国”平台转播。 此次专家

评析会的举行，将加强大岭山镇与中国

广播剧的交流，鼓励并推动东莞市及大

岭山镇广播剧事业的发展。

中国广播剧研究会副会长黄云鹤

表示，《护旗》广播剧时效性强，是维护

一国两制特别好的一个选题，过去广播

人在这方面涉及的题材好像还比较少。

它的题材领了先。 还有一个就是制作比

较精良，包括人物设计，那个香港年轻

人思想前后转变，最后爱国主义主旋律

上升了，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东莞中医院赴甘孜州开展结对义诊

在四川省甘孜州建州 70 周年之

际，为进一步提升甘孜州九龙县“两不

愁三保障”基础医疗保障标准，巩固加

强九龙县医疗卫生服务水平，9 月 8

日~12 日， 广东省第一支赴甘孜州地

市医疗队———广州中医药大学东莞医

院

（东莞市中医院）

专家医疗队一行

12 人，深入九龙县开展送卫生下乡结

对义诊系列活动。

东莞市中医院于 2019 年与九龙

县民族医院签订为期一年的帮扶协

议。 为了带动九龙县卫生医疗水平全

面提升， 东莞市中医院与九龙县民族

医院双方就医院文化建设、 深化医疗

改革、技术提升、人才培训交流等继续

签订结对帮扶协议， 同时东莞市中医

院为九龙县民族医院实施远程会诊服

务，并捐赠药品一批价值共 14045 元。

针对九龙县目前存在的难点医疗

病例， 东莞市中医院相关专家前往九

龙县人民医院和民族医院进行了教学

查房和技术交流， 对诊疗方案进行了

指导，对病员进行了健康宣教。

9 月 10 日，东莞市中医院出动的

“骨干”队员包括广东省名中医、东莞

医学

（中医内科学 ）

领军人才叶小汉、

大外科主任兼骨一科主任黄中强等医

护专家，有部分群众闻讯从当地上团、

八卧龙等其他乡镇前来问诊， 义诊活

动得到群众欢迎和肯定， 纷纷表示希

望医疗队下次能再到九龙。 当天义诊

服务群众 850 人次。

此后， 东莞市中医院医疗队还前

往雅江县中藏药医院参观考察， 了解

目前结对帮扶情况， 并向雅江中藏药

医院捐赠药品一批。最后，医疗队前往

康定， 与广东省援甘医疗队进行工作

交流，了解援甘医疗工作重点及难点，

进一步提升结对支援九龙县和雅江县

的卫生医疗服务工作。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刘桂平

通讯员

广东援川前方工作组驻九龙小组

东莞第五届健美健身锦标赛落幕

由东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和

东莞市体育总会指导， 东莞市健美健

身协会举办的 2020 年东莞市第五届

健美健身锦标赛于 9 月 13 日落下帷

幕。

记者获悉， 本次大赛设有大学生

男子健体、 男子健体、 女子比基尼健

身、男子传统健美 4 个项目 13 个组别

进行力与美的大比拼， 精彩激烈的健

美、 健身形体竞赛吸引大量健美健身

爱好者及观众围观。 赛事协办单位东

莞市南博才艺培训中心派出跆拳道教

师团队参加了特邀演出， 流畅的双截

棍、飘逸的后空翻、酷劲十足的跆拳道

招式引起了观众的阵阵欢呼。

参赛选手均来自东莞市各镇街健

身企业和在校大学生。 在没有邀请外

来队伍的情况下， 有个别级别报名人

数接近 40 人，参赛人数及竞赛水平较

往年明显上升。 经过近 3 个小时的半

决赛、决赛，决出了各级别冠、亚、季

军，最终获得团体前三名的是：厚街镇

冠军铁馆战队获第一名， 厚街镇铁莞

联盟健身健美队获第二名， 东城街道

FO 健身工作室代表队获第三名。

本届赛事圆满举办的同时， 东莞

市健美健身师资委培项目在南博才艺

中心正式启动，标准化、系统化的师资

培训将为东莞市众多健美健身机构提

供更多的教练资源。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凤岗“三防”抢险队展开营救演练

历年 9 月份至年底是事故高发期

和防范关键期。 对此，东莞市安委办要

求，各部门及相关单位展开演练和做好

预防措施。记者从凤岗获悉，9 月 14 日，

凤岗镇组织开展“三防”抢险队冲锋舟

技能集训， 通过强化队员专业技能培

训，打造一支训练有素、反应快速、装备

完善、保障有力的“三防”抢险队伍。

在官井头水库集训现场，来自全镇

各村

（社区 ）

、工业园区的 40 名集训队

员在教练的统一讲解和指引下，重点对

冲锋舟构造组装、故障排除以及水域装

备使用、救生衣正确穿法等内容进行学

习。 此次集训为期 5 天，主要开展冲锋

舟驾驶技能培训和仓库物资调运演练，

内容包括冲锋舟基本驾驶技巧、水上抢

险救援相关技能训练。

“这两三年我们一直在培训， 掌握

了水域抢险救援等方面的内容。 针对不

同的情况，我们会展开针对性的教学，从最

简单的方式开始，包括游泳的方式等等。 总

的来说，就是尽量用最安全、有效、间接的

方式去施救被困群众。 当有需要我们出动

的时候， 我们会把这些学习到的知识更好

地去应用。 ”相关集训队员介绍。

在开班动员会上， 凤岗镇副镇长曾

柏辉希望队员们认真对待本次学习机会，

用心学好专业知识， 在遇到紧急情况发生

时，能迅速、高效地完成各类救援工作，全

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据了解， 自 2017 年凤岗镇水务部

门组织开展冲锋舟技能集训以来，目前

已培训“三防”抢险救援人员近 200 人

次，为全镇防灾减灾工作提供有力的队

伍支撑。

信息时报记者 刘桂平 通讯员 凤岗宣

景顺长城再布局

大消费赛道

进入 9 月，A 股震荡加剧，大盘在

3300 点上下徘徊。 据悉， 景顺长城基

金将于 9 月 21 日推出消费主题基

金———景顺长城消费精选， 瞄准大消

费赛道长期投资机会。

据了解， 即将发行的景顺长城消

费精选投资于股票的资产占比为 60%

~95%，其中投资于产品界定的“消费

精选” 主题的上市公司股票的比例不

低于非现金基金资产 80%。 同时，景顺

长城消费精选还可投资港股市场，布

局三市， 以期充分捕捉沪港深三地优

质消费个股， 分享中国经济增长与消

费升级带来的投资机会。

华泰柏瑞上证科

创板50成份ETF获批

在科创板开板一年之际， 上海证

券交易所和中证指数有限公司正式发

布了上证科创板 50 成份指数。 9 月 11

日， 跟踪该指数的华泰柏瑞上证科创

板 50 成份 ETF 获批。

华泰柏瑞上证科创板 50 成份

ETF 拟任基金经理、 华泰柏瑞指数投

资部总监柳军表示， 参与科创板投资，

一方面是支持我国科技强国、创新驱动战

略的发展，支持科创企业做大做强；另一

方面也将助力投资者共享科技创新带

来的成果和红利，紧跟时代潮流。

义诊活动受到群众欢迎和肯定。

比赛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