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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东莞

1月12日下午，石龙中科信

息港举行“东莞市市级创业孵

化基地”揭牌仪式。 东莞市石龙

镇副镇长叶敏、 石龙人社分局

相关负责人以及中科信息港内

企业代表等参加了活动。 据了

解， 此次揭牌是继石龙信息产

业园获评“东莞市市级创业孵

化基地”后，石龙镇获认定的第

二家创业孵化基地。

仪式后， 叶敏一行参观石

龙中科信息港创业孵化基地，

了解中科信息港内企业的发展

现状，并与企业代表开展座谈。

叶敏充分肯定了石龙人社分局

的就业创业服务工作， 并寄语

各企业代表抓住石龙中科信息

港市级创业孵化基地建立的契

机，为石龙镇引进培育更多优秀的

创业人才，以创业带动就业。 企业

代表也结合企业发展经营情况，提

出就业创业以及人才政策的相关

问题。 针对企业提出的问题，石

龙人社分局业务骨干详细为企

业讲解了创业带动就业补贴、

一次性创业资助、 创业贷款贴

息等创业扶持政策， 助力初创

企业获得更好的发展。

据悉， 中科信息港是石龙

镇政府与东莞中国科学院云计

算中心共建的国家级科技企业

孵化器项目， 于2018年正式运

作，致力为港澳、广州、深圳、东

莞等创业者提供一站式创业服

务平台。 2019年，中科信息港入

选“东莞市科技企业孵化器”以

及广东省首批“粤港澳科技企

业孵化器”，其中，园区企业泓

量·e启航众创空间在去年被认

定为国家级众创空间。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徐晓盈

东莞唯一

茶山南社明清古村落又获省级荣誉

□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茶山宣

1月11日，由广东省文联指导、广东省

摄影家协会发起和创建的2020年度“广东

摄影目的地” 授牌仪式在广东省汕尾市

陆河县万亩梅园举行。 其中，茶山镇南社

明清古村落入选十大“广东摄影目的

地”，系东莞唯一一个。

南社明清古村落始建于宋朝， 距今

已有800多年历史， 保护范围总面积11万

平方米。 截至目前，南社村已荣获“全国

文明村”“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 等12个国家级

荣誉称号和13个省级称号。

南社明清古村落作为茶山打造大湾

区传统文化实践地的核心区， 不仅人文

底蕴深厚、文物古建资源丰富，而且绿树

成荫、环境优美，有其独特的、不可复制

的特色，是摄影、写生、影视采风不可多

得的素材基地。

俗话说，“大音希声， 大象无形”，用

这句话形容南社古村落最为妥帖不过。这

座位于茶山南社村的古建筑群，看似毫不

起眼， 却保留着明清时代古镇的完整风

貌。

一个地方最大的特点应该是地域色

彩明显的民居。南社的民居具有典型的岭

南民居建筑特征，青灰砖墙体、硬山搁檩，

大量的明字间和金字间布局。现存最具代

表性且保留完好的住宅尚有多家，如谢毅

强住宅、谢汝镠住宅、谢遇奇住宅、谢元俊

住宅等。 品读一个地方的建筑，往往能窥

见其地域文化的精粹。 南社民居从屋顶，

到大门、厅堂梁宇，各种木雕、石雕、灰雕

都具备强烈的地域特点，且极尽其美。

目前，南社明清古村落有国家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的建筑本体19处、东莞市不可

移动文物7处、历史建筑94处，现存祠堂32

间、古民居600多间。

一直以来，南社村依托特有的历史文

化底蕴，充分挖掘孝德文化资源，大力开

展“南社村忠孝文化节”“南社斋醮”等传

统民风民俗活动， 在村内形成了崇尚孝

道、弘扬孝心、践行孝德的浓厚氛围。

●

孝德文化

南社村近年深挖 “孝德”

文化 ， 通过举办 “忠孝文化

节”、 南社斋醮等传统民俗活

动，并以孝德广场为主要活动

场地，结合古民居和祠堂设置

忠孝文化展馆、百岁文化展馆

等 ，展示传统民风民俗 ，打造

南社村独有的文化特色品牌。

企石将高标准打造一条水碧岸美的风景碧道

1月12日，东莞市企石镇委书记袁丽

群带队巡河，并调研万里碧道建设情况。

当天上午， 袁丽群一行来到东江体育长

廊万里碧道， 实地考察该河段万里碧道

建设， 听取万里碧道工程规划建设工作

情况汇报， 详细了解工程建设进度和河

道治理与管护工作落实等情况。

据悉，企石依山傍水、风景秀丽，拥

有“一湖”

（东清湖 ）

、“两河”

（东江 、东引

河 ）

、“三岸”

（东江南岸 、 东引河两岸 ）

、

“四脉”

（虾公山、飞鹅岭山、金校椅山、虎

斑岭山 ）

以及大大小小的山林、湖塘、河

涌。 其中， 东引运河流经企石长达17公

里，东江流经企石长达13.8公里。

未来两年，企石镇预计投入1.5亿元，

总设计面积约50万平方米，建设东江

（企

石段）

万里碧道工程， 打造集生态、休

闲、旅游、运动、文化等功能于一体的

滨江绿色长廊。 其中， 黄大仙公园至

龙江东江大桥段

（黄大仙公园景观提

升工程 ）

总投资3600万元，已于2020年

“十一”对外开放。 东江

（企石段 ）

万里

碧道， 是目前东莞市东江沿岸景观带中

规划长度最长、景色内涵最丰富、亲水景

点最多，最具吸引力的“沿江市民慢生活

休闲观光带”，可谓“千里东江，醉美企

石”。

袁丽群表示，要充分利用东江

（企石

段）

水生态环境的优势，高标准打造一条

水碧岸美的风景碧道； 要巩固万里碧道

建设成果，加大沿岸绿化美化力度，增加

植被覆盖率和植被品种， 优化碧道生态

景观效果；要落实生态修复保护工作，加

强东江

（企石段 ）

水质监测，定期清理碧

道附近河流中的水浮莲、 生活垃圾等杂

物，进一步提升水环境质量。 同时，要压

实责任，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坚持日常

巡河，带头护河，以实际行动保护沿岸水

生态环境，实现“河畅、水清、堤固、岸绿、

景美”的目标。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叶倩怡 黄志鸿 张伟

石碣一学校获评省中小学艺术教育特色学校

近日， 广东省教育厅公布了第二批

广东省中小学中华优秀文化传承学校、

第四批广东省中小学艺术教育特色学校

名单， 其中石碣镇中心小学入选广东省

中小学艺术教育特色学校， 入选项目为

彩铅画。

据了解， 石碣镇中心小学是广东省

一级学校，多年来，该校秉承“崇和尚美”

的办学理念， 在开足开齐国家课程的前

提下，推动国家课程校本化、特色化，利

用本土浓厚人文和自然资源以彩铅画特

色教育为代表， 全面推进美术教育教学

改革与创新发展。 目前，该校彩铅画特色

教学是省、 市内唯一一所系统深入研究

彩铅画教学的学校， 也是该校艺术教育

的品牌和独特的课程资源。

为了确保更好地开展美术特色教

育，该校制定了《学生校本课程教学管理

制度》《特色教学质量、 竞赛奖励方案》

《特色教学教研管理制度》《学生课堂评

价考核制度》《工作量和课时补贴办法》

等系列制度， 以保证学校美术特色教育

工作日常化、效度化和制度化。

该校教学场地设备齐全，配有6个美

术专用功能室。 在师资方面现有专任美

术教师6人，业务能力强。 其中有美术高

级教师1人、市美术名师培养对象1人、市

美术学科带头人2人、 市美术教学能手2

人、镇名师工作室主持人2人。

该校认真贯彻实施《学校艺术教育

工作规程》，以校本教材为内容，每学期

安排8节彩铅画课程， 每星期安排2节校

本课程，共48课时，以保证彩铅画教学常

态化。

该校的美术教育课程资源丰富，在

彩铅画普及教学的基础上，开设“1+N”

融合课程，即彩铅画与儿童版画、科幻绘

画、漫画、插画、水彩水粉为辅的校本课

程相结合教学，形成“一主多辅”多元发

展、相互融合，成功地把普及提高与多元

学习相结合。 丰富的彩铅画辅助课程，让

学生有了多种学习选择，人人参与、多样

发展，让全校每一位学生参加1~2门的学

习，最少能掌握2~3种彩铅画技能，促进

学生全面发展。

该校共有3个省、市的彩铅画教学立

项课题，《小学彩铅画校本教材在开发与

应用实践研究》 为省级课题和东莞市规

划课题、《小学彩铅画想象力课程的设计

与实践研究》为东莞市第二批精品课题，

课题研究在不同阶段都取得厚实的科研

成果。 据悉，石碣中心小学彩铅画教学课

题研究成果先后荣获2013年广东省教育

创新成果奖二等奖、 东莞市科研成果一

等奖，2018年广东省教育教学成果奖二

等奖。 学生彩铅画作品在国家级获奖25

人

（特等奖

2

人 ，金奖

13

人 ）

，省级获奖34

人，市级获奖47人。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石碣宣

石龙再添一个

市级创业孵化基地

●

楹联文化

南社古村楹联文化内容丰富，古建内保

留完好的楹联

183

副、牌匾

53

副，通过楹联内

容来表达南社古村落的宗族溯源、 文化教

育、民间信仰、生活情趣等等，真正体现了楹

联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强大魅力。

●

非遗文化

南社古村落的非遗文化包括南社九大

簋、茶山绸衣灯公、南社斋醮等。

南 社

古 村 落 航

拍图。

学生展示彩铅画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