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老年书画展

活动时间：

10月22日~31日

活动地点：

广州图书馆

主（承）办单位：

市文广旅局、市老年书画家协会、广州图书馆

●

“扇”耀中华 勇“筝”先———建设大马路小学迎国庆中国

扇、中国风筝作品展

活动时间：

9月29日~10月30日

（逢周一闭馆）

活动地点：

越秀区图书馆总馆一楼展览厅

主（承）办单位：

越秀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越秀区建设街党工

委、越秀区建设街道办事处、越秀区建设大马路小学、越秀区图书馆

●

日月经天——黄志伟师生艺术作品展

活动时间：

10月17日~11月8日

（逢周一闭馆）

活动地点：

越秀区图书馆总馆艺术阅读空间/岭南九遗艺术中心

主（承）办单位：

广东岭南文化艺术研究会、广州市越秀区图书馆

●

“星火燎原”———抗战时期木刻创作展

活动时间：

9月3日~10月31日

（逢周一闭馆）

活动地点：

越秀区少年儿童图书馆4~6楼

（抗战木刻陈列馆）

主（承）办单位：

越秀区图书馆

●

南粤古坛

活动时间：

10月25日、10月31日

活动地点：

惠福西路233号越秀区文物博物管理中心

主（承）办单位：

广州市越秀区文物博物管理中心、广州市越秀区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广州市越秀区粤岭说书文化艺术中心

@

古驿道小镇：

位于太平镇钱岗村 、文

阁村 、颜村 、红石村

4

个自然

村。小镇依托广裕祠、陆炜故

居、陆氏大宗祠、颜氏大宗祠

以及古驿道等丰富的历史文

化遗产资源， 以及钱岗糯米

荔枝等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

品资源， 借力南粤古驿道定

向比赛品牌，深入挖掘、活化

利用古驿道文化资源， 全力

打造串联旅游 、运动 、教育 、

颐养及文创农业五大产业的

特色小镇。

@

南药小镇：

位于太平镇格塘村 、莲

塘村

2

个自然村 ， 规划面积

15.56

平方公里。 小镇依托丰

富的红色文化资源、 北回线

南药自然生态资源、 古村落

民居资源和现代农业资源 ，

重点建设百亩莲塘、 映山红

观赏园、 岭南中医药文化博

览园、马骝山南药森林公园，

致力打造集中草药种植培

育、科普教育培训、生物医药

研发、生态观光农业、森林休

闲康养、 民俗民宿旅游为一

体的产业体系。

@

西塘童话小镇：

作为从化区乡村振兴示

范区， 自

2016

年启动西塘童

话小镇建设以来， 西塘村产

业经济发展迅速， 社会贫困

的落后局面得到较大改善 。

村内保存着完整的积安陈公

祠、复初书舍、康熙五十年铸

造的古钟等人文古迹， 更有

250

亩传承稻田文化的稻草

农业公园、 馥郁芳香的四季

花海、

200

亩绿色无公害亲子

农场体验基地、 动漫主题和

花园主题精品民宿及农耕主

题农家乐等特色景点， 童话

特色鲜明。今日西塘，已悄然

蝶变为文明村、示范村，先后

获得了广州市第

11

批文明示

范村、 广东改革开放示范百

强村、 广州市旅游文化特色

村等荣誉称号。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

院运动医学专科主任李卫平

教授提醒， 节气转凉后， 运

动的种类、 方式和频率等需

要注意和调整。 此外， 秋季

不少中老年人喜欢登山运

动， 李卫平教授提醒， 进行

登山这种运动量较大的活动

时， 要随着身体出汗情况适

当添减衣物， 避免因为大量

出汗而导致着凉， 在出汗后

要及时更换衣物， 也要注意

关节的保暖， 避免受寒。 登

山过程中尤其是下山路上速

度不宜过快， 以免脚下失稳

造成关节扭伤或摔倒损伤。

运动前要做好热身

无论何种运动方式，都

需要量力而行。 秋冬晨起气

温低， 身体素质较弱者运动

时间不宜过早， 很可能在运

动过程中受凉。 市民朋友也

要避免在气温较低时做剧烈

的运动导致冷空气吸入过多

刺激鼻粘膜和肺部， 且早晚

身体反应度处于一天中的低

潮期， 运动前一定要做好热

身运动，避免受伤。李卫平教

授指出， 如果市民朋友想要

进行适应气候的耐寒锻炼，

可以选择晨跑、暮跑、散步、

打拳等运动， 并结合深呼吸

进行锻炼。

登山速度不宜过快

秋季气候凉爽宜人， 是

户外运动的好时节， 慢跑、

登山、 散步等户外运动可以

助市民朋友们有效预防心脑

血管疾病和高血压、 高血

脂、 高血糖等慢性病， 是增

强体质、 提高机体免疫力的

科学方法。 对于平时久坐伏

案的人群来说， 秋冬进行适

量的户外运动还可以调节紧

张的情绪， 达到放松身心的

效果。

日前，为纪念陈元璞

（阿璞 ）

自强不息、弘扬大爱广州精神，市

少年宫主办的“密码———阿璞艺

术展” 在广州市第二少年宫首层

美术馆正式拉开帷幕。

本次展览的主人公———阿

璞，原市少年宫美术教师，从小就

体弱多病，6岁的时被诊断为轻度

智力障碍与神经发育不完全，21

岁被诊断为“精神分裂”，32岁因

“脊髓海绵状血管瘤”破裂压迫神

经，下半身瘫痪，今年6月因中风

发作猝然离世。在短暂的一生中，

阿璞凭借对艺术的热爱和追求，

走出了属于自己的独特的人生道

路。

在本次艺术展中， 共展出阿

璞生前创作的5000多幅画作中的

近千幅作品，以及他自己写下的、

童年路上挣扎、努力、求学、看病

的各种小故事。 展出作品包括阿

璞绘画的小动物、 少年时期画的

连环画、 围绕古典音乐创作的画

作， 时间跨度从阿璞的童年到中

年， 绘画风格从稚嫩青涩到成熟

磅礴，类型包括黑白画和油彩画，

记录了阿璞一生的创作轨迹，隐

喻着阿璞出生、 成长和成熟的时

代密码。

据了解，本次“密码———陈元

璞艺术展” 于10月17日~12月6日

（逢周五、周六、周日

9

：

00~17

：

00

）

在广州市第二少年宫开展， 届时

市民朋友均可到场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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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降至，气候渐凉，时节由秋转冬，秋高气爽，不少市民喜欢在广州这个最美好的季节走出家门，去感受季节与城

市的美好。 记者了解到，在重阳节前后，包括越秀区在内的广州全市组织了丰富多样的文体活动，快来了解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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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吴瑕

【知多D】

秋高气爽更适合户外运动？

专家提醒：适时添减衣物避免着凉

@

黄俊英艺术馆

尽览羊城笑星近

70

年艺术人生

荔湾区文昌北路耀华大街的

黄俊英艺术馆正式开馆。

信息时报记者 徐敏 摄

@

密码———阿璞艺术展

解密“天才”画家陈元璞

日前， 位于荔湾区文昌北路

耀华大街的黄俊英艺术馆正式开

馆。 这座艺术馆收藏了著名羊城

笑星黄俊英耕犁艺坛近七十载的

所有珍贵藏品及有关粤语相声资

料，将长期免费向市民开放。

黄俊英艺术馆位于荔湾区文

昌北路耀华大街24号， 是整幢结

构古香古色的西关大屋， 共分5

层。 其中首层前座通过音像图文

全方位展示了黄俊英近70年艺术

生涯， 后座有黄俊英的个人书法

展， 二层为名人名家赠与他的书

画展，三层为音乐制作室，四层为

休闲会客空间。

看羊城展览，让精神文化得饱满

这些精彩展览也值得一睇

游从化特色小镇

览美丽乡村好风光

随着冷空气的频繁到来，广东秋意渐浓。 趁着周末，带

上家人，约上三五知己，到从化的特色小镇来一场美丽

乡村休闲秋游吧！

【线路名称：从化小镇休闲文化游】

线路图：

广州市区→古驿道小镇→南药小镇→流

溪绿道→锦洞桃花小镇→西和万花风情小镇→西塘童

话小镇

黄俊英艺术馆展品。

信息时报记者 徐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