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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坊，快来看历史文化建筑图片展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成小珍 通讯

员 党建办）

为充分展示五山街保护历

史文化建筑工作情况， 更好地宣传和

保护五山地区历史文化遗产， 五山街

将举办“百年史薪火相传，奋斗梦生生

不息———五山地区历史文化建筑图片

展览”。

建筑是镌刻在石头上的史书，凝

结着深厚的文化。 五山作为广州市现

代高等教育的起步点和集中区之一，

近百年来遗留了众多历史文化建筑。

据统计，五山街现有 64 处不可移动文

物和 28 处历史建筑，大部分见证了党

的光辉岁月及党员的奋斗征程， 它们

是历史和文明的物质体现， 每一栋建

筑背后，都有值得诉说的一段故事。

本次展览以五山街辖内已登记的

不可移动文物和历史建筑的文献资料

为基础， 通过翔实的史料、 珍贵的文

献、新旧照片对比，以及方志、书籍、信

札等实物， 展示五山街辖内文物建筑

的特点和历史文化内涵， 并借此向居

民群众宣传文物保护相关法律法规。

据悉，本次展览还特别整理出“五山红

色印记”篇章，带领人们重温中国共产

党的光辉岁月。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成小珍 通讯

员 曾志）

9 月 4 日下午，五山街 3 名应

征当兵双合格青年正式到预备役训练

基地报到，统一参加役前集训。

根据天河区人武部工作安排，五

山街秋季征兵工作如期进行。 在应征

青年自主报名参军后， 街道武装部组

织报名人员到医院体检， 五山街 3 名

应征青年顺利通过了两轮体检。

针对这 3 名应征青年， 街道武装

部组织了应征青年政审工作， 要求应

征青年提交本人和家庭成员信息资

料、 提供派出所和居委会开具的政审

合格证明材料。 随后， 五山派出所和

居委会工作人员走访调查了应征青年

家庭情况。 经区人武部审批， 该 3 名

应征青年政审资料全部合格。

9 月 4 日下午，五山街武装部部长

胡光裕对五山街 3 名应征当兵双合格

青年进行了役前集训动员， 鼓励应征

青年树立远大理想， 积极参与祖国建

设，争做合格新兵。

随后，3 名应征青年到预备役训练

基地报到，参加役前集训。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成小珍 通讯

员 吴敏儿 ）

为营造绿色无邪的校园

环境，提高在校师生的防邪、拒邪意

识和能力，9 月 7 日下午，天河区反邪

教协会、五山街综治办在广东省新闻

出版高级技工学校开展“广东省反邪

教宣传周”活动。

在校学生是反邪宣传的重要主

体， 在学校广泛开展反邪教宣传活

动，广泛弘扬科学精神，既增强了师

生们反邪的责任感， 又营造了科学、

文明、健康向上的学习环境。

活动中， 志愿者现场派发了宣

传小册子， 讲解宗教与邪教的区别、

反邪教知识， 吸引了 300 多名在校

师生参与， 不少学生手拿反邪手持

牌拍照留念， 纷纷表示愿意为反邪

教代言。

五山街 3名入伍青年参加役前集训 反邪宣传入校园，五山学子愿代言

特写

展览时间及地点

第一场：

华南农业大学图书馆首层

巡展时间：

9 月 24 日 -10 月 24 日

参观对象：

向全体华南农业大学的

师生开放。

第二场：

五山街道办事处党群服务

中心 6 楼

展览时间：

10 月 11 日 -11 月 12 日

参观对象：

五山街辖内居民可到所

在居委会进行报名， 届时由居委会

统一时间，错峰参观。

第三场：

华南理工大学图书馆首层

巡展时间：

11 月 1 日 -11 月 30 日

参观对象：

本巡展向全体华南理工

大学的师生开放。

国立中山大学正门牌坊位于出入校园的必经之路上， 是位于五山的旧

中大建筑群首个建筑。奠基于民国 23 年（1934）。牌坊正面石额原雕有“国立

中山大学”等字，后改为“为人民服务”。 现重新恢复为“国立中山大学”校名。

1

20

世纪

30

年代中大正门牌坊。

文仕文化博物档案馆藏

2014

年的中大正门牌坊。

天河区博物馆供图

2

理学院生物地理地质教室

现为华南农业大学 5 号楼。 建

于民国 23 年（1934）。 正门门

额题“华南农学院”，是 20 世纪

50 年代新置。

荩2014

年的理学院生物地

理地质教室。 天河区博物馆供图

3

法学院楼位于华南理工大学西山

东路， 现为 12 号楼。 民国 23 年

（1934）奠基，次年竣工。 由近现代著

名建筑师林克明设计。 法学院前广场

有日晷台， 日晷是我国古代利用日影

测得时刻的一种计时仪器。

2015

年的法学院楼和日晷台。

天河区博物馆供图

4

孙中山塑像首尊铜像由日

本友人梅屋庄吉赠送。1933 年

11 月，铜像正式落成。 1954 年

铜像迁往中山纪念堂，1958 年

辗转至中山大学康乐园。 如今

华工校园内的混凝土结构总理

塑像，完成于 1958 年，原置于

中山纪念堂。1999 年广州市人

民政府将塑像赠予华南理工大

学，安放至今。

1934

年的孙中山铜像。

文仕文化博物档案馆藏

5

理学院化学教室又称建筑红

楼，位于华南理工大学，现为 6 号

楼。动工兴建于民国 22 年（1933），

次年竣工。

荩1934

年新落成的理学院化

学教室。 文仕文化博物档案馆藏

6

刘永福营盘碉堡遗

址位于华南理工大学校

园内， 曾是黑旗军领袖、

清末爱国将领刘永福的

驻军营盘。 1883-1884

年，刘永福率领黑旗军在

中法越南战争中击败法

军。

2014

年的刘永福营盘碉堡遗址。

天河区博物馆供图

五山街

3

名应

征当兵双合格青年

到预备役训练基地

报到 ， 统一参加役

前集训。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