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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节日

重阳

我和我的祖国

进行时进行时

本报讯（记者何有凤）10月 8日
晚，霞山区举办“粤曲集市”文化节颁奖
晚会。经过国庆期间七天的精彩演出，
2019年霞山区“粤曲集市”文化节圆满
落幕。

此次“粤曲集市”文化节汇聚来自各
地的粤曲名家进行交流汇演，其中来自
霞山、赤坎、吴川、廉江、遂溪和肇庆市德
庆县、广西梧州等地的18支粤曲团队为
群众送上了一场场精彩的演出。同期还
开展了湛江粤曲历史图文展等活动。此
次不仅以丰富多彩的形式向新中国成立
70周年表示祝贺，还为广大群众送上一
场场文化盛宴。

“粤曲集市”作为霞山人民群众大家
办、大家演、大家乐的活动，让广大群众
晚上有去处、有看头。今年霞山区的“粤
曲集市”更是入选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
第三批省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
创建名单。

为活跃霞山区粤曲文化，促进该区
创文工作的开展，去年霞山区开展了“创
文”歌曲和粤曲创作比赛，经过层层选
拔，歌曲创作组设金奖3名、银奖5名、铜
奖6名，粤曲创作组设金奖2名、银奖4
名、铜奖6名。同时为了表彰在此次“粤

曲集市”文化节活动表现突出的团队，特
设优秀曲艺社团奖18名，优秀组织奖12
名。“粤曲集市”文化节活动充分展示了
霞山区粤曲艺术创作的最新成果，涌现
出一批精品佳作和优秀人才，为中华传
统艺术的传承创新增添新的力量。

“粤曲集市”为群众献上文化盛宴

10月8日，霞山举行“粤曲集市”文化节颁奖晚会。本报记者 林石湛 摄

大家谈

本报讯（记者赖寒霜 通讯员王维）
记者10月8日从廉江市旅游局获悉，国庆
黄金周，廉江市共接待游客78.1万人次，同
比增长28.7％，旅游总收入38772万元，同
比增长23.5％，创历史新高，增速加快，依
旧以粤西、桂东南游客为主，返乡、家庭、结

伴自驾游占游客的90％以上。
近年来，廉江市大力推动旅游产业加

速发展，通过狠抓项目招商建设，新建成
樱花公园、田园寨等景点一批，优化提升
鹤地银湖、谢鞋山等星级景区一批，筹建
推进海上牧歌、鳄鱼公园等项目一批，不
断丰富假日旅游产品供给。同时进一步
完善旅业、酒店、食肆、农家乐等配套服
务。尤其今年该市结合国庆主题，各景区
策划推出系列活动，如廉江樱花公园举办

了大型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摄影美术书法展，为广大市民提供了
丰富的文化大餐，每天前来参观者络绎不
绝，游览超过20万人次。红色旅游基地鹤
地银湖受青睐，建库开河纪念馆和地方独
具风味的水库鱼头汤，拉动了周边“吃、
住、购”的进一步发展。

此外，该市乡村休闲旅游今年十分火
爆。国庆期间，返乡人和城里人纷纷走进
乡村放松身心。全国特色小镇安铺古镇，

廉江东线乡村山水田园赏绿摘果品靓汤
游，西线乡村滨海寻古游，北线乡村登山
临水踏青采茶游，农家乐、茶家乐、渔家乐
等廉江特色游受到游客热捧。

随着外地游客增多，全市宾馆饭店、
农家乐、大型商场、商业步行街、休闲广
场、特色餐饮、休闲娱乐等场所人流如织，
消费需求旺盛，国庆期间该市旅业住房率
82％，人均旅游消费超过500元，旅游经
济综合带动效应十分显著。

本报讯（记者赖寒霜 特约通讯员谭
总）到“菠萝的海”吹吹风，到海边看看
海，到特色民居住一住，国庆黄金周徐
闻县旅游市场火爆，到处是“休闲游”的
人群，七天全县共接待游客 83 万多人
次，旅游收入 4 亿多元，同比均增长
10％以上。

徐闻位于祖国大陆最南端，三面环

海，风清浪白，陆地中间高四周低，多为低
缓的丘陵地带，自然生态环境良好，风景
独特。近几年徐闻县加快了东边的白茅
海风景区建设，完善了南边的南极村景区
旅游设施，建造了西边的珊瑚礁民房景
致，进一步打造“全域旅游”，提升了景区
知名度。

黄金周开始，来自珠三角、四川、重

庆等地的自驾游人流纷纷涌入徐闻，到
曲界镇观看“菠萝的海”，目驻神驰；到南
极村踏浪，流连忘返；到角尾镇放坡村住
几晚珊瑚房，闲情无限。最为火爆的当
推南极村景区，每天涌入的客流量超2万
人次，旅馆客房400多个床位天天爆满，
20多家饭店座无虚席。饭店经营者笑
称，游客多消费旺盛，这几天经营额比前

六个月还多。
徐闻县旅游局黄晓副局长说，最难能

可贵的是，这次游客绝大部分是冲着徐闻
而来，而不是以往去海南岛的“过往客”，
旅游市场火爆，却未接到一份相关旅游消
费投诉和旅游安全事故情况报告，文明旅
游、诚信经营成为风尚，这大大提升了徐
闻旅游市场知名度。

徐闻：“休闲游”火爆 文明旅游成风尚

本报讯（通讯员黄佩莹 记者潘洁
婷）10月1日，在这个举国同庆的日子，廉江
大地到处洋溢着浓厚的喜庆气氛，此时的罗
州街道人大代表联络站也是热闹非凡。

当日上午 9时，人大代表们在街道
代表联络站接待选民的工作进行得如火
如荼。“很多居民不按时投放垃圾，居民
家门前时常出现一袋袋垃圾，严重影响
市容市貌，政府有什么整治措施吗？”来
自建设社区的李大姐反映，希望有关部
门能够加强管理，引导居民定时投放垃
圾便于收集转运，使城市更美观……活
动中，人大代表们认真听取、记录选民群
众就背街小巷规范管理、街道排污管道
清淤、社区路面整修等方面提出的意见
建议，现场积极回应群众问题，表示会将
收集到的意见建议及时梳理汇总，交给
街道办和市相关职能部门解答或处理，
尽力为群众解决实实在在的问题。来访
群众个个都露出了满意的笑容，竖起大
拇指说：“人大代表真是我们群众的贴心
人啊！”

上午10时，罗州街道人大工委组织部
分人大代表在街道人大代表联络站集中
观看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大会。现场不时响起阵阵热烈掌声。“今
年的国庆盛会太振奋人心了。我一定要
认真办好企业，积极履职尽责，为廉江的
经济发展贡献力量。”陈俊佑代表说。“如
今我们的国家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我为
自己是一名中国人而自豪。日后我要更
加务实工作，不负群众所托，做一名真正
为群众谋福利、解烦忧的社区干部。”叶华
凤代表激动地说。

随后，代表们还到五一路、东街等地
现场走访，了解周边商户对入室经营、“门
前三包”、车辆规范停放等方面的意见建
议，积极为全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建
言献策。

本报讯（记者欧丹丹 通讯员龙志
松）10月6日，吴川市浅水镇边塘村近百
名老人欢聚一堂，同吃“国庆面”，欢庆新
中国70华诞。

当日，广东天柱慈善大爱服务队联合
吴川市人民医院、天柱慈善吴川艺术团等
单位，在边塘村举办“为祖国庆生、同吃国
庆面”重阳节敬老慰问活动。活动给百名

老人送上“大餐”：有关部门为老人送食长
寿面，让老人享美食大餐；吴川市人民医
院医护人员为老人义诊，让老人享健康大

餐；天柱慈善大爱服务队、天柱慈善吴川
艺术团的演员、志愿者70多人献上精彩表
演，让老人享文化大餐；此外，吴川市新爱

婴国际早教中心给老人们送上了面、米、
油等慰问品和慰问金。

“爱护老人是传统美德，是社会的责
任，我们要发扬优良传统，为老人们做更
多力所能及的事情。今天我们用实际行
动向老人们献上一份心意。在这里，让我
们把最美丽的祝福送给全天下的老人！”
活动组织者梁红倩深情地说。

百名老人同吃“国庆面”

本报讯（记者陈彦 通讯员谢石强
殷海平）10月7日，遂溪县黄略镇潭河村
举办“九九重阳节，与爱同行”敬老活动，
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爱老”的传统
美德，让老人过上一个健康、祥和、快乐的
节日。

活动在全体观众、演员合唱《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歌》中拉开序幕，潭河村中小
学生、幼儿园小朋友在舞台上表演了演
唱、武术、舞蹈、朗诵等精彩节目。

活动现场，“我为长者洗洗脚”的场面
温馨动人，引来热烈掌声。节目表演结束
后，河潭村还为村内60岁以上老人免费发
放了长寿面、核桃、节日红包，邀请医务人
员为老年人体检。

黄略镇党委委员表示，希望通过活
动，在社会上营造孝亲敬老的浓厚氛围，
让老年人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引领

“尊老、敬老、爱老”文明风尚。

□ 叶舒云

10月7日是重阳节，“我们的节日·重
阳”敬老助老志愿服务活动在赤坎体育场
举行，全市10多支党员和社会志愿者队
伍参加了这次公益活动。（据 10月 8日
《湛江日报》）

重阳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之一，拥有
悠久历史。“重阳”也叫“重九”，因为《易
经》中把“九”作为阳数，九月初九，两九
相重，故曰“重阳”。又因“九”在个位数
中是最大数，所以被人们赋予“生命长
久、健康长寿”的美好寄托。古人认为重
阳是一个值得庆贺的吉祥日子，人们在
重阳节有登高祈福、晒秋、赏菊等习俗，
流传至今。1988 年，我国将农历九月初
九正式定为“老人节”，为重阳节赋予了
新的节日内涵。在今年重阳，我市广泛
开展尊老敬老活动，让孝老爱老助老真
正成为社会共识，让湛江大地吹遍了文
明之风。

今年重阳适逢国庆假期，无论走在港
城街头还是刷朋友圈，到处都可见尊老敬
老的浓郁氛围。这一天，朋友圈里子女们
去看望老人、陪伴老人、送老人礼物等纷
纷刷屏；超市、保健店等商家也推出各种
各样的折扣活动，吸引老人的目光；湛江
日报等主流媒体上，更是刊登出志愿者提
供爱心服务、乡贤去敬老院慰问老人、村
庄举办文化敬老活动等活动，营造出浓浓
的“我们的节日”氛围，彰显了文明、和谐、
友善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对于正在努力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的湛江而言，弘扬尊老敬老文化是题中
之义。尊老敬老，我们不能只在重阳这
一天，更应在日常生活中、在细微之处
体现。

人口日趋老龄化，正成为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的一个阶段性特征。让老年人老
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老有所安，
需要政府、社会、家庭的共同努力，需要我
们集思广益、下大力气来应对。尤其需要
注意的一点是，帮助老人与时俱进。如
今，不会玩手机、不会发短信、不会使用取
款机等，已经成为不少老年人的新烦恼。
笔者每次去某银行，都会看到老年人在取
款机前排队取款，银行派了一位中年大姐
在指导老年人取款，但总是一副不耐烦的
样子，笔者看了心里很不是滋味。随着互
联网时代到来，信息技术介入老年人的生
活是必然趋势，但这些新技术、新常识老
年人学起来比较困难，年轻人应该努力帮
助他们，让他们摆脱因为与新技术脱节带
来的孤独感。建议志愿者在平时的公益
活动中，也多开设“教自助取款”“教清理
微信”“教发短信”等咨询服务，必定大受
老年人欢迎。

过重阳节，也是在提醒人们，敬老是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只有人人敬老，家
庭才能更幸福，社会才能更和谐。弘扬重
阳尊老敬老的文明之风，让我们从点滴开
始，从每一天做起。

本报讯（记者何有凤 通讯员宋秋
红）10月7日是重阳节，为弘扬中华民族

“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廉江市橙乡义工
联合会52个义工放弃国庆假期，先后驱车
到石岭镇石岗嶂康复村和和寮镇中心敬
老院，与64位残疾老人和20位孤寡老人
欢乐过节。

当天一大早，廉江市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热闹非凡，几十名身穿整齐队服的橙
乡义工忙碌地搬运着大米、花生油、面条、
麦片等一大批慰问物资。原来，橙乡义工
通过互助的形式，联合队友和爱心商家，
共同筹划了本次活动，面向全体会员筹集
资金及爱心物资，总价值将近两万元，在
爱心商家的帮助下，把所有慰问物品运送
到活动地点。

义工们驱车来到石岭镇的一个偏僻
小村庄——石岗嶂康复村，这里住着64
位残疾老人，义工们纷纷给老人们派发慰
问金和慰问品，并将行动不便的老人们小
心翼翼地搀扶送回家中，和老人聊天，为
老人们送上温暖的关怀。

随后，义工们还前往和寮镇中心敬
老院，有些懂医务的义工拿起了量压计
为老人量血压，告诉测量结果的同时也
给他们一些饮食建议；有些懂理发的义
工细心搀扶老人坐好，帮他们剪头发；有
的义工忙着布置现场；有的义工洗切水
果端给老人吃；有的义工围在一起包饺
子，在厨房里炒菜煮饭，有说有笑，忙碌
一片。

义工们主动和老人们围坐在一起
共进午餐，不忘帮老人勺饺子夹菜，老
人行动不便的，义工还亲自喂他们吃，
这一幅幅感人的画面不仅甜到老人的
心里，也烙印在在场所有人的脑海里。
义工们还组织开展节目表演，不仅安排
了懂粤剧的义工为老人唱喜欢听的粤
曲，还安排诗朗诵，义工们通过实际行
动深情地表现了他们内心的尊老爱老
之意，最后，义工和老人们一同合唱爱
国歌曲，共度一个欢乐难忘的国庆佳节
和重阳佳节。

本报讯（记者曹龙彬 通讯员揭英
隆）日前，廉江市举行“新时代好少年”先
进事迹发布会，表彰了21名廉江市“新
时代好少年”。

据了解，“新时代好少年”学习宣传
活动是“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主题教育
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活动旨在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帮助未
成年人“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培育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同时，充分展示廉江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成果，使全市未成年人学有榜样、行
有楷模、赶有目标，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
道德风尚。

受表彰的21名“新时代好少年”入
选者是从廉江市青少年中优中选优而来
的榜样。他们中，有品学兼优的学生干
部、孝老爱亲的小模范、热心公益的小志
愿者、传承传统文化的小使者……

廉江表彰“新时代好少年”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雷鹏）10月
3日，在赤坎振兴路口发生一起两辆
电动车碰撞交通事故，造成一方电动
车驾驶人倒地不起，身体多处受伤。

交警赤坎大队勤务一中队执勤
民警巡逻至此，发现事故现场后迅速
下车跑到伤者身边展开救助，伤者因
流血过多陷入半昏迷状态，民警即在
旁不断唤叫，促其保持清醒意识，并
紧急拨打120，加强路面管控，确保事
故现场安全。

当时正值中午时刻，阳光较强，考
虑伤者身体状况，执勤民警便借助伤
者随车的雨衣，站着拉开雨衣为伤者
临时遮阳（如图，特约通讯员雷鹏
摄）。120医护人员赶到现场后，执勤
民警协助医护人员将伤者送院救治。

赤坎交警暖心举动，得到医护人
员、现场群众一致好评。

交警为伤者遮阳获好评

本报讯（记者何有凤 通讯员柯艳
珠）10月8日是我国第22个“全国高血
压日”，为广泛宣传高血压防治知识，10
月8日上午，市卫健局、市疾控中心和赤
坎区卫健局联合在寸金桥公园开展现场
宣传活动。

在活动现场，医务人员为市民测量
血压，接受市民的咨询，为市民解疑释

惑，向市民发放宣传资料和宣传品，大力
宣传高血压防治知识，教导市民要养成
良好的健康行为和生活方式。

今年“全国高血压日”的宣传主题是
“18岁以上知晓血压”，旨在以促进18

岁及以上成人定期自我监测血压为重
点，开展高血压防治健康教育和科普宣
传，控制高血压危险因素，指导群众做好
自我血压管理，切实提高高血压知晓率、
治疗率和控制率。

我市开展高血压防治宣传活动

国庆黄金周

廉江：接待游客78万多人次
罗州街道人大代表
联络站的国庆日

尊老爱老 欢乐过节

九九重阳 与爱同行

弘扬尊老敬老
的文明之风

传递正能量传递正能量

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