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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节日·中秋”暨“领跑——湛江原创雷州方言文艺专题晚会”惠民演出活动举办

热热闹闹迎中秋 惠民演出齐欢庆
进行时
本报讯 （记者陈彦 通讯员李波 陈
敏）为深入推进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
提升市民文明素质，营造中秋节日氛围，9
月 10 日晚上，2019 湛江市“我们的节日·
中秋”暨“领跑——湛江原创雷州方言文
艺专题晚会”惠民演出活动在湛江经开区
民安街道民安广场举办，为广大群众送上

中秋节临近，湛江城镇乡村格外热
闹。市文明办联合坡头区、经开区连日来
举办了庆中秋恵民演出、文化民俗专题讲
座、表彰文明家庭、慰问贫困村民等活动。
传统文化和现代意识水乳交融，传统节日
与当代生活同频共振，赋予了传统节日以
厚重的仪式感，
使湛江的中秋节更具庄重，
更显温馨，
更让人快乐无比、
回味无穷。
湛江人过中秋除了吃月饼、赏月外，
还有舞人龙、做月饼、编猪笼、拜月佬、看
浮针等。这些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习俗，
伴随着湛江人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中秋
节。今天，我们走进了新时代，在体会中
秋节传统节目的风味底蕴时，在与时俱进
的理念统领下，不断赋予中秋节现代意
识，现代文化，充实丰富节日的深刻内涵，

“文化大餐”。
晚上 7 时 45 分，酷炫的开场舞拉开了
活动帷幕。雷州方言歌曲组合唱《啊，东
海岛》展现了东海岛的华丽蜕变，唱出了
当地群众幸福生活的心声；相声《连升三
级》形象地概括了东海岛站起来、富起来、
强起来的巨变；女声独唱《争当港城带头
羊》为东海岛人在经开区重大项目的建设
发展中舍小家、为大家的奉献精神点赞。
在观众此起彼伏的掌声和喝彩声中，
旗袍秀《姐妹结群踏春游》、赏小雷剧《海
岛追梦人》、男声独唱《啊，我可爱的家乡》
等一个个精彩的节目先后登场，充分展示

经开区改革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成果，
反映干部职工干事创业精神风貌，展示经
开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等重点工作取
得的丰硕成果。
晚会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主
线，
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题，
讲
好经开区故事，传播好声音，传递正能量，
是一台富有雷州半岛特色的专题晚会，也
是一台贴近生活、
接近地气的文艺晚会。
下基层、进农村、入社区，从今年 4 月
至今，
“ 领跑——湛江原创雷州方言文艺

让中秋节更具仪式感
□李湘东
满足人们的各种精神文化生活追求。经
开区的中秋活动用雷州方言演唱现代戏，
放歌村里的新人新事，点赞乡村巨大变
化，表达村民满满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他
们还隆重表彰民安镇文明家庭，给中秋万
家团圆更添几多甜蜜喜庆。坡头区则聘
请市群众艺术馆专家讲解中秋节起源、习
俗及深刻的文化内涵，丰富的历史意义，
将中华民族的精神操守、道德力量根植人

心。该区还热情慰问困难群众，让中秋节
充满浓浓的深情爱意。湛江人对中秋文
化的继承与创新在一场场精心策划的活
动中得到充分诠释，传统文化通过新的表
达方式和传播渠道完美精彩呈现在人们
面前，
得到群众由衷点赞和好评。
还有几天就是中秋节，我市各单位正
在紧锣密鼓筹划各种活动，营造节日的仪
式感是活动的宗旨，创新创造成为大家的

专题晚会”惠民演出活动已在经开区进行
20 多场惠民巡回演出。晚会所有节目从
作词、作曲到配乐、编舞、表演均为原创，
创作题材全部来源于近年来经开区大开
发、大建设、大发展中的现实生活和好人
好事，以群众喜闻乐见的雷剧、雷歌、歌
舞、相声、小品等表演形式，向观众朋友们
送上一顿精神文化大餐，丰富市民文化生
活，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弘扬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了观
众的欢迎和好评。
当晚，活动还表彰了 2019 年民安街
道文明家庭。

共同追求。中秋月圆的千里相思，花好月
圆的天长地久，品尝月饼的美味享受，赋
予中秋节特定的含义。无需置疑的是必
须有过节的“规定动作”，传统习俗不能
丢；同时更要有鲜明的与时俱进的特色，
要富有创意，充满新意；要更加亲民，更接
地气。经开区和坡头区的村民在庆中秋
的舞台上，既是观众又是演员，他们用载
歌载舞表达内心情感，营造节日欢乐喜庆
气氛，更多人通过手机现场录制，搭上网
络平台的快车，将一个个鲜活精彩的节目
传播得更广更远，让更多人分享感受。历
久弥新的传统文化，伴随着中秋佳节，融
入到湛江人的日常生活中。使节日过的
多姿多彩，更加文明时尚，更具厚重的仪
式感。

传承中华优秀文化 引领尊师重道风尚

遂溪孔子文化城举行仿古大典
本报讯 （记者吴建韬 林小军 通讯员
后，大典进入仿古礼乐环节，各界代表依序
陈超铭）9 月 10 日上午，
藉第 35 个教师节来
行祭礼。
临之际，
遂溪孔子文化城举行了一场别开生
参加大典的多名教师代表表示，源自
面的仿古祭孔典礼，以传承中华优秀文化， 孔子故里山东曲阜的原汁原味仿古大典
引领尊师重道风尚。遂溪县部分师生以及 “令人很震撼”，不但展示了优秀的中华传
各界代表共一千多人参加了这一典礼。
统文化，彰显了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
上午 9 时，参与典礼的人们在古乐声 “万世师表”的风采，还唤起了人们对尊师
中穿过遂溪孔子文化城的仿古城门，在夹
重道风气的共鸣。孔子“有教无类”的思
道的古装孔门七十二贤演员的致礼中，沿
想，对现代教育学以及师德建设影响深远。
着大道，正步缓行向大成殿前。殿前的学
▶遂溪县孔子文化城仿古大典的宏大
生先后齐声朗读《弟子规》和《论语》摘句
场面。
通讯员 陈超铭 摄

湛江开放大学举行 2019 年全市
开大系统教师节庆祝暨表彰大会
本报讯 （通讯员金思斯 赵远龙）9 月
10 日上午，湛江开放大学在校本部学术报
告厅举行了全市开大系统教师节庆祝暨表
彰大会，表彰先进，共庆节日。广东开放大
学规划与体系建设处处长李光先，湛江开
放大学党委副书记熊焱高等校领导，市开
大全体教职工，吴川、廉江、遂溪、雷州、徐
闻、坡头等各县（市）开大、分校的领导代
表，优秀教师代表等参加了大会。会议由
江宇静纪委书记主持，尤祖国副校长宣读
全市开大系统优秀校领导、优秀教师、优秀
班主任、先进教育工作者和 2018-2019 年
度教学科研成果奖励表彰决定，余扬奎等
100 多名教职工受到表彰。
在大会上，熊焱高首先代表学校向受
表彰的优秀教师表示热烈祝贺，向工作在
教学、科研、管理和服务岗位第一线的全市

表彰先进 共庆节日

开大系统的教职工们送上节日的问候。熊
焱高从开放教育、招生规模、教学质量、服
务水平、科研项目、校本研修、培训工作、系
统建设等多方面总结了由去年至今的全市
开大系统的相关情况。大会强调，湛江市
开大教育事业取得的丰硕成绩，凝聚着全
市开大系统全体教职工的智慧和力量，是
全体教职工辛勤耕耘、默默奉献的结果。
希望受到表彰的教职工能够不忘初心，不
断勤奋工作，继续保持团结进取的精神，为
学校全面深化综合改革和教学改革作出新
的贡献。希望全校教职工向获得表彰的教
职工学习，立足本职、扎实工作、锐意创新、
奋勇拼搏，为推进湛江市开大教育事业的
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图为大会现场。
本报记者 林石湛 摄

市二十七小举办国庆主题教育活动
育具体化、印记化，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
此次主题教育活动包括亲子舞蹈、合
唱、诗歌朗诵等节目，还安排了军人家长
传递五星红旗的特别节目和新颖的快闪
节目。
▶市二十七小举办的“五星红旗，为
您自豪”国庆主题教育活动现场，歌声嘹
亮，五星红旗飘扬。 通讯员 陈朝敬 摄

“老师，
祝您节日快乐！
”
学子自制礼物赠恩师
9 月 10 日，在教师节到来当天，市八小
的小学生们将一份份自制的心意贺卡等礼
物送给自己的恩师们，表达自己对恩师们
的尊敬之情，老师们拿到心意贺卡后，和学
生们一道将心意贺卡贴上黑板，大家一起
分享着这份真挚的快乐（如图）。
连日来，在课余时间，市八小的小学生
们在校内外忘我忙碌着，大家拿着自己买
来的彩纸、剪刀、画笔等忙得不亦乐乎，经
过不懈努力，一张张精美有趣的心意贺卡
和一朵朵纸制的鲜艳美丽的康乃馨、玫瑰
等“靓花”就在孩子们的手中顺利诞生了，

大家还纷纷在心意贺卡和纸折花上写满饱
含祝福的语句。昨天，收到这些特殊礼物
的老师们都觉得非常开心，虽礼轻但情重，
这些礼物充满着孩子们的一片片真心，老
师们对于自己能够收到这些礼物也觉得十
分感动。昨天，市八小还举行了一场以“吾
爱吾师 亲师信道”为主题的活动，活动吸
引了广大师生的踊跃参与，大家在极为欢
乐的气氛中喜庆教师节的到来。
本报记者 林石湛 通讯员 谢海燕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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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系教师节

市总工会
慰问一线教师
本 报 讯 （记 者 潘 洁 婷 通 讯 员 孙 平
方如泉）感恩教师节，浓浓尊师情。在第
35 个教师节来临之际，9 月 9 日至 10 日，
市总工会组织开展了教师节慰问活动，向
辛勤耕耘、无私奉献的一线教职工送上节
日的问候。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
会主席朱华雄参加慰问。
连日来，慰问组先后深入遂溪县遂城
第八小、遂溪县大成初级中学、雷州市第八
中学、雷州市实验小学、湛江技师学院、湛
江市职工业余学校、岭南师范学院、岭南师
范学院附属中学、吴川市兰石中心小学等
学校，看望慰问了各个学校教职工代表。
在各校慰问座谈中，慰问组认真询问
了教师代表的工作、生活情况，感谢他们为
湛江教育、湛江发展所付出的辛劳和贡
献。同时，希望教师们在平凡的教育教学
岗位上再创佳绩，努力培养出更多的人才，
为湛江的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再立新功，为
湛江市建成省域经济副中心添砖加瓦。

中秋扶贫慰问
市教育局
本报讯 （记者张永幸 通讯员许晶盈）
9 月 10 日，市教育局和湛江海滨船厂有关
领导到挂点帮扶单位廉江市营仔镇下洋村
开展精准扶贫中秋慰问活动，为结对帮扶
户送上慰问品，给他们送上节日问候，将党
和政府的温暖送到他们的心坎上，并鼓励
他们树立信心和勇气，努力改善生活条件。
同时，要求局驻点帮扶干部要及时掌
握扶贫工作进展情况及贫困户的生产生活
情况，扎实推进精准扶贫工作，帮助困难群
众尽早实现脱贫致富。

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祖国，
为您自豪
本报讯 （记者吴建韬 通讯员许保强）
9 月 10 日上午，
《歌唱祖国》嘹亮的歌声响
彻市二十七小校园。在全校师生和部分家
长的合唱声中，五星红旗飘扬，该校举办的
“五星红旗，为您自豪”国庆主题教育活动，
引起孩子们的共鸣。
开学伊始，这场激发师生爱国主义精
神的主题教育活动，以歌舞等文艺形式，传
播着正能量。现场精彩的演出，将思想教

2019 年 9 月 11 日

本报讯 （记者陈彦 通讯员黄祥桢）9
月 10 日，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组织慰问队到
挂点扶贫村走访慰问贫困户，给他们送去
中秋节慰问品，表达关心和祝福。
据了解，从 2016 年以来，湛江市机关
事务管理局牵头帮扶雷州市松竹镇松竹
村，并协助帮扶松竹镇东井村。三年来，该
局积极筹措资金，采取助学、技能培训、引
导就业、入股分红等措施，促进经济发展，
增加贫困户收入，取得阶段性帮扶成效。
目前，松竹村 118 户贫困户中预脱贫 114
户，东井村 81 户贫困户中预脱贫 74 户，脱
贫效果良好。

市城管局
本报讯 （记者潘洁婷 通讯员苏若扬
洪艺瑄）9 月 10 日上午，市城市管理和综
合执法局到精准扶贫挂点村雷州市白沙镇
官茂村开展
“情暖中秋”慰问活动。慰问组
和结对帮扶对象代表在该村的党员活动会
议室召开座谈会，会后，慰问组给 107 户结
对帮扶户分别送上大米、花生油和慰问金，
并致以良好的节日祝福。
据了解，自 2016 年挂点扶贫村开展精
准扶贫工作以来，该局积极筹措资金，结对
帮扶贫困家庭，每年都在中秋、春节等节日
开展走访慰问活动，送去党和组织对贫困
百姓的关怀。

市生态环境局
本报讯 （记者林宇云 通讯员湛环宣）
9 月 7 日，市生态环境局领导率队，与市环
保志愿服务队一同深入挂钩帮扶的遂溪县
乌塘镇塘沟村，开展中秋扶贫慰问活动，给
贫困户送上节日的关怀。
市生态环境局挂点遂溪县乌塘镇塘沟
村开展精准扶贫工作以来，通过产业扶贫
建设光伏发电项目、资产扶贫投资入股竹
制品加工厂和促进贫困户就业创业等一系
列措施，使得塘沟村建档立卡贫困户 72 户
166 人已全部实现预脱贫，脱贫率 100％。

廉江市人大常委会机关
本报讯 （记者潘洁婷 通讯员黄佩莹）
9 月 9 日，廉江市人大常委会机关组织开展
中秋慰问贫困户活动，为贫困户送去了月
饼、大米、花生油等慰问品，与贫困户亲切
交谈，详细了解贫困户当前的生产、生活、
健康、子女就学、就业等情况。把目前各项
帮扶政策宣传到户，鼓励贫困户始终保持
积极向上的良好心态，勤劳耕作，大力发展
生产，争取早日脱贫致富。
此次中秋慰问活动，拉近了人大干部
与贫困户的距离，让贫困户深深地感受到
了市人大常委会机关的关怀和温暖，又进
一步了解到贫困户的所思所想和存在困
难，有利于明确下一步帮扶工作重点，为打
赢脱贫攻坚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