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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孙小鹏 通讯员

华轩 王淼怡）

昨日是国家扶贫日，在广

州高校内，一场热热闹闹的农产品展销

会正在进行。 当天上午，在华南理工大

学五山校区，一场以“牵手扶贫·你我同

行”为主题，由华南理工大学和中国农

业银行广东省分行共同主办的扶贫合

作共建签约暨第二届“帮扶贫困地区农

特产品展销会”举办。 据悉，这次展销会

共持续 3 天，20 多家企业现场设置展

位，并带来逾百种云南、广东、湖北等地

特色农产品。

活动现场，华南理工大学与广东农

行签署扶贫合作共建协议。 根据协议，

双方将在农行扶贫商城“华南理工大学

专区”共建，以“消费扶贫爱心卡”大力

支持消费扶贫事业，为校方对口帮扶贫

困地区企业和个人提供金融支持，共同

推动农行扶贫商城“华南理工大学专

区”成为消费扶贫重要阵地。

记者看到，现场人声鼎沸、热闹非

凡， 参展企业力荐自己的特色农产品。

活动期间，广东农行还在掌银推出“华

工专区优惠券”“一元秒杀”“你买我就

送”等一系列优惠活动。 展销会启动当

天，包括华工师生、农行员工在内共有

一千多人踊跃购买了扶贫地区特色农

产品。

当天，华南理工大学还举行《精准扶

贫模式的高校探索———华南理工大学

的实践与启示》丛书首发式暨高校扶贫

工作研讨会。 丛书通过大量图片和案

例，较为全面地向读者呈现了一幅高校

定点扶贫事业的真实图景。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白云 陈丹婷 通

讯员 穗规资宣 陈哲）

金秋十月，正值风

高气爽， 不少人都选择在双休日去郊外

秋游。 其实，不需要走多远，很多时候在

家门口也能感受到寻宝探秘的乐趣。 昨

日，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与广州市

协和小学联合举办“历史建筑保护利用

进校园活动”。参加活动的协和小学学生

都兴致勃勃，纷纷惊叹，“厉害啊！原来家

门口就有这么多宝贝，太好玩了”。

组织学生走访历史遗迹

广州有着 2200 多年建城历史，作为

我国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拥

有 817 处历史建筑， 其中不乏全国知名

的“宝贝”。 为了进一步加强历史建筑等

历史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宣传教育，昨日，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与广州市协和

小学联合举办“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进校

园活动”，普及保护知识，提高保护意识。

本次活动以“认识身边的历史建筑”

为主题， 邀请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一级调研员黎云，三级调研员姜彦军、叶

嫦君，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刘晖副教

授，广州美术学院杨颋老师，广州市岭南

建筑研究中心副书记石穗宁和部长施雨

君作为专家， 由市协和小学陈哲老师组

织孩子们一同寻幽探秘， 实地走访协和

小学附近的广州啤酒厂旧址、 美华后街

7-3 号民居、长老会教堂旧址、协和堂、

增埗公园等历史遗迹， 专家们用浅显而

生动的语言向孩子们介绍历史建筑背后

的故事和保护理念。

按照计划好的“探宝”路线，一行人

首先来到协和中学，校园里的亭、路、门、

堂、楼、园各具特色，有着独特的意境和

神韵，在历史文化保护专家的带领下，同

学们参观了碧卢堂、协和堂、有节门等校

园里的历史建筑， 感受遍布校园的百年

协和文化。

百年古建筑协和堂位于协和小学背

面协和中学校址内， 孩子们一下子就对

这往日熟视无睹的建筑物产生了更为强

烈的好感与兴趣， 现场气氛也顿时热烈

了起来。“以前偶尔也来过这边，但是不

知道这些建筑物原来有这样的来头，也

不知道这些建筑风格意味着什么， 听了

老师们的讲解， 我对自己的学校更骄傲

了。 ”现场有学生说道。

西村位于广州城区西北侧， 是整个

广东省最早规划的工业区。目前，西村工

业区正在进行产业转型， 遗留下大量优

秀的工业遗产， 现存价值较高的工业遗

产约 7 处，其中增埗水厂、西村发电厂仍

在使用；广州饮料厂、华侨糖厂、广州石

灰厂已完成产业转型，开发为创意园、公

园，工业建筑遗产得到部分保留。增埗火

药制造厂、西村士敏土厂则仅存遗址。西

村工业建筑遗产类型丰富、年代久远、建

筑设计风格多样， 部分融合了岭南地域

特色，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与历史价值。

“在实地走访过程中，可以感受到同

学们对历史建筑有着浓厚的兴趣和好奇

心，从身边的文化遗产开始认识，了解古

建筑所凝聚的文化意义和历史价值，则

这样的实践活动对于孩子们来说是十分

有意义的。 ”作为此次活动的讲解员，华

南理工大学副教授刘晖说道。

学生展示名城保护等主题作品

今年暑假期间， 协和小学联合协和

集团校以及各省市地结对友好学校举办

了“协和杯”青少年环境地图实践活动并

收到了多幅投稿作品。 作为 2020 年“协

和杯” 青少年环境地图实践活动的配套

活动， 当天学生们还向专家展示关于名

城保护、历史建筑研究、岭南文化等主题

的大幅地图作品。 协和小学学生们自信

的表述和优秀的作品， 获得全场专家的

高度评价，赞叹孩子们水平不一般。随后

专家们对 21 幅学生作品进行评审，选出

优秀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主题作品，并

现场颁发了奖状。 最后刘晖副教授以如

何保护好历史建筑为题为协和小学的师

生家长们讲授了一场精彩的专题讲座。

通过一上午系列活动， 让孩子们直

观、真实了解历史建筑，增强孩子们对广

州历史的感性认知， 从小树立保护传承

历史文化的观念。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张玉琴 通讯

员 李欣 孙国栋 ）

近日，黄埔区、广州

开发区举办“铁军答卷人开讲啦”第四

期暨脱贫攻坚专场活动， 邀请奋斗在

清远市阳山县精准扶贫、 贵州省黔南

州东西部扶贫协作以及对口支援西

藏、新疆等扶贫第一线的黄埔“铁军答

卷人”分享扶贫故事。

“当我走在村舍间，看到一户户基

本上是缺乏劳动能力的老人家， 经核

实并填报省扶贫系统， 了解到全村建

档立卡贫困户共60户146人，当时我的

心头像坠了大石一般沉重。 ”黄埔区驻

清远市阳山县青莲镇江佐村第一书记

宋中华讲述初到江佐村时的场景。

“驻村工作伊始， 事情多而杂，为

了不遗漏任何一件事情， 我把一块小

白板挂在房间， 将每天入户走访发现

的问题记在便条贴上，依次贴在板上。

睡前思，晨起看，白天干。 ”宋中华说。

“贵州天无三日晴，酸汤就是贵州

人的凉茶。 到贵州快一年，我也爱上了

喝酸汤，味道真的不错，建议大家可以

上‘京东黄埔扶贫馆’购买三都的水家

红酸，没有添加剂，非常好！ ”南岗街党

工委委员、 挂任贵州省黔南州三都水

族自治县常委、 副县长姚锐淇讲起自

己的扶贫经历， 不忘现场带货贵州扶

贫特产。

活动现场还播放了微视频《远方

的客人》，展示了黄埔区援疆援藏干部

为喀什与波密带去的新变化。 广东省

第九批援藏工作队波密工作组组长、

波密县委常务副书记邹勇刚与来自波

密的央宗卓玛， 代表波密群众为扶贫

干部代表献上了洁白的哈达， 表达藏

区人民的美好祝愿和崇高敬意。

广州举办“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进校园活动”，参与学生惊叹———

厉害！ 原来家门口有这么多宝贝

黄埔“铁军答卷人”分享扶贫经历逾百种特色农产品在华工展销

国家扶贫日

学生向专家展示作品。 通讯员供图

在历史文化保护专家的带领下，同学们参观广州啤酒石麦仓旧址。 通讯员供图

展销活动吸引不少市民前来购买。

信息时报记者 陈文杰 摄

黄埔区扶贫干部查看葛根项目的

种植情况。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