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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

Guangzhou

从化太平镇

“五长”接访宣传防邪

海珠区新时代红色航空文明实践基地昨正式揭牌

超炫战机模型冲上云霄引发阵阵惊叹

300年树龄罗汉松拍出680万

花都瑞岭首届盆景艺术节开幕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卫静雯）

起飞、

低空飞行、高速滑行、冲上云霄、大坡度

盘旋、降落……昨日上午，在广州市海珠

区阅江路碧道兴文化广场，“红蜻蜓”新

时代红色航空文明实践基地正式揭牌，

标志着海珠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再添新阵

地。现场还举办了“凌云志·爱国情”航模

飞行展演活动，精彩绝伦的飞行表演，引

来在场观众阵阵掌声。

在视觉盛宴中燃起爱国情

随着一首优美动听的《我和我的祖

国》音乐响起，飘扬着五星红旗的无人机

开始缓缓升起，歼-10、米格 15 战机模

型也同时升到空中开始了表演。

本次活动中，从大疆无人机、遥控电

动纸飞机、 电动 3D 特技飞机到战功赫

赫的米格-15 战斗机、 中国自主研制的

歼-10 战斗机模型， 随着一首首歌曲在

空中变换着各种姿势， 上演了一场空中

视觉盛宴， 现场百名学生和市民群众发

出一片惊叹。

活动现场， 来自海珠区少年宫的孩

子们还现场表演了红色歌舞《红色基因

心中燃》。“从 1950 年的米格-15，到自

主研制的歼-10， 当它们冲入云霄的那

一刻，就像点燃了我们内心的一把火，让

我们感觉到国力的强大， 民族自豪感油

然而生。 ”观看完航模飞行表演，市民张

先生说。

在科普展览中铭记历史

据悉， 在由海珠区文明办和广东省

航联会主办的“凌云志·爱国情”航空科

技成果科普展上，33 张照片讲述着我国

航空事业的发展史。在科普展上，从近代

中国人的飞机发明与飞行实践、 孙中山

“航空救国”， 到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空

军、 黎明前的人民空军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的航空事业发展五个部分向观

众展示我国航空事业的发展历程。

“从抗战时期中日战机数量对比1:7，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航空事业快速发

展，歼-10、歼-11等现代化战斗机型的

历史性跨越，自豪感油然而生，这种展览

活动很有意义。”特意调了补习课，带着孩

子到现场参加活动的李先生告诉记者。

新时代红色航空文明实践基地为什

么取名“红蜻蜓”？ 海珠区有关负责人介

绍：“红色代表爱国、斗志，热情，忠诚，勇

敢；蜻蜓代表飞翔的飞机，无所畏惧，自

由翱翔。红蜻蜓，就是希望广大青少年热

爱祖国，勇敢奋斗，在蓝色天空下放飞属

于自己的中国梦”。

近年来， 海珠区高度重视爱国主义

教育，多个学校开设了航模课，通过航空

历史讲解、航模飞行表演、航模飞行体验

等多种形式，让学生更加了解历史。新时

代红色航空文明实践基地成立， 将进一

步调动学生对航空航天知识的兴趣爱

好，激发爱国热情。

下一步，“红蜻蜓” 新时代红色航空

文明实践基地将围绕航模体验、 航空知

识普及以及跨界融合创新， 大力推进航

空教育进校园活动， 大力培育学生航天

航空兴趣，进行知识普及，打造成为传播

红色知识、 培育爱国主义精神的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崔小远 通讯

员 花宣）

11 月 20 日，广州花都瑞岭首

届盆景艺术节暨花都区“广东技工”工

程首届“乡村工匠”岭南盆景技能大赛

在赤坭镇瑞岭村拉开帷幕。 活动将持

续至 25 日。

本次艺术节的岭南盆景精品展集

中展出 123 盆精品盆景，千姿百态，争

奇斗艳。其中，53 盆是由省内各地市区

(县)送展的艺术盆景，70 盆为当地的盆

景精品。 共有 44 盆作品分获此次盆景

艺术节金、银、铜奖。 活动期间，5 名岭

南派盆景大师进行了精彩的创作表

演；40 名本土盆景艺术新秀展开技能

PK 大赛，让现场观众拍手叫绝。 其中，

一棵培育了 10 多年时间的罗汉松盆

景拍出了 30 万元的高价，而另一棵树

龄达 300 年的罗汉松珍品通过现场多

轮激烈竞拍，最终以 680 万元成交。

记者了解到，赤坭

（瑞岭 ）

盆景历

史源远流长，始于清代，兴于现代。 以

九里香、罗汉松、山松、榔榆、福建茶、

榕树等为主要应用树种，其“古、灵、

精、怪”的艺术造型在岭盆景界享有较

高声誉。 瑞岭村的盆景技艺已列入广

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瑞岭村

被评为“广东省民间

（盆景 ）

文化艺术

之乡”、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

近年来，赤坭镇“盆景花木+旅游+

文创”日益彰显。 区域内除瑞岭村和竹

洞村外，丰群、石坑、乌石、田心、连珠

等 13 个行政村亦达到盆景花木种植

专业村水准， 形成了赤坭镇的特色产

业、富民产业、绿色产业和生态产业，

并已逐渐发展成岭南地区极具影响力

的盆景花木种植之乡。 目前，全镇盆景

花木种植总面积达 3 万亩以上， 从业

者 8000 余人，以盆景花木为主导的全

产业链年产值超 4 亿元。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欧嘉福 通讯员

穗妇宣）

为推进“南粤家政”人才队伍

建设工作，11月20日，在广州市人社局、

市妇联的指导下，白云区人社局和市妇

女儿童社会服务中心

（以下简称“市妇

儿中心”）

联合召开“南粤家政”羊城行

动人才培养系列活动。现场为培训合格

的88位学员颁发家庭保洁和养老护理

技能合格证书和安心服务证。

白云区两个家政培训课程结业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广东省人社

厅发布《广东省职业技能培训合格证书

管理办法》，进一步扩大培训规模，在全

省实施职业技能培训合格证书制度。市

妇儿中心积极申报，成为第一批获得广

州市职业技能

（合格证书）

培训资质的

机构，并根据培训大纲，开发了家庭保

洁、居家养老、小儿推拿、老年患者护理

4个培训体系， 现已率先开展了两期家

政培训课程。

11 月 20 日， 白云区首期家庭保

洁和居家养老照护两个课程培训正式

结业， 首批发放 88 个“职业技能培训

合格证”。

已发放近万张“安心服务证”

据了解，“安心服务证”项目是市商

务局联合市妇联实施的广州市家政提

质扩容项目，它要求持证人员不仅要通

过持证培训、考试，还要在广州市家政

服务综合平台上传职业技能证书、健康

证、个人基本信息、犯罪记录等信息。项

目自5月启动以来，目前已培训18914人

次，发放近万张“安心服务证”，为社会

储备了大批高素质、 高技能的家政人

才。

“职业技能培训合格证”和“安心服

务证”是对家政服务人员职业能力的双

重认证，有利于家政服务人员更好地就

业和持证上岗。 为深化整合现有资源，

市妇儿中心在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合格

证”培训的同时，为学员开展“安心服务

证”培训和考核，合格学员可按申领程

序一站式申领“安心服务证”。

“通过这次培训我确实学到了以前

很多没有注意到的细节， 更好地提升

了自己的职业技能。” 李润球是市妇儿

中心家庭保洁培训班的培训学员， 经

过培训后， 他参加 2020 年“南粤家

政” 羊城竞技大赛， 获家庭保洁项目

一等奖。

信息时报讯

为不断增强广大居

民群众对邪教罪恶本质的认识，进一

步加强自觉抵御邪教侵蚀的能力，在

倡导追求文明、 崇尚科学的良好风

气，近日，太平镇综治办、司法所、派

出所、法庭等部门系五长接访日契机

开展反邪教宣传活动。

在活动中，工作人员向广大群众

发放宣传材料，现场讲解邪教的危害

等形式，号召广大群众对邪教歪理邪

说不听、不信、不传，邪教人员违法活

动，应及时报告公安机关。 教育辖区

群众远离邪教，自觉抵制邪教，增强

居民群众预防和抵制邪教的能力，树

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使广大群众

清醒地认识到邪教蛊惑人心、蒙弊群

众、反对科学的丑恶嘴脸，增强了辖

区居民群众自觉防范抵制邪教的意

识。

王智汛 徐圣 江文铜

白云区发放首批“职业技能培训合格证”

合格学员可一站式申领家政“安心服务证”

无人机升

国旗， 观众敬

礼。

信息时报记者

陈引 摄

花都瑞岭首届盆景艺术节在瑞岭村开幕。

通讯员 姚日文 李沁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