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
者 江泽丰 通讯员

邓小涔）8月 5日晚上，
广东省第十五届运动会

竞技组跆拳道赛场捷报频
传：中山女将赵真先是拿下女子

乙组 46-50KG级金牌，约半小时
后另一名女将程秋容又夺得女子甲组
59-66KG级金牌。

本届省运会竞技组跆拳道比赛从
8月3日开赛，一共有来自中山、广州、
深圳、肇庆等 21个代表队共 340名运
动员参赛。首日比赛中，中山队女将何
钰获得女子乙组 51-56KG级亚军；8
月 4日，中山女将刘思琪摘得女子甲

组 52-58KG级银牌，男子运动员蔡浩
成获得男子甲组62-68KG级铜牌。

金牌虽然没有来得早，但是没有
落空。8 月 5 日晚上，女子乙组 46-
50KG级金牌争夺战率先上演，中山队
15岁小将赵真迎战由肇庆输送到省体
校的冯葆莹，最终拿下强敌夺得中山
代表团本届省运会跆拳道项目的第一
块金牌。

赵真的中山市体校教练刘伟平介
绍，赵真是 2010年由火炬开发区输送
到中山体校，训练刻苦，还担任中山体
校学生会主席，表现突出。赵真曾在广
东省锦标赛、冠军赛等省、市比赛中获
得优异成绩，2016年由刘伟平输送到

省队训练，2018 全国青年系
列赛 49kg第二名，全国青年
系列赛 52kg第三名，全国系列赛
49kg第五名。

约半个小时后，中山 17岁女将程
秋容披挂上阵，在女子甲组 59-66KG
级决赛中，与由广州输送给省体校的
运动员王雨柯，最终程秋容为中山代
表团拿下跆拳道项目的又一块金牌。

刘伟平介绍说，程秋容是 2014
年由中山市东升镇输送到中山体校，
训练很刻苦。2016年，刘伟平将程秋容
送上省队，她曾获得 2017-2018年全
国青年赛双连冠，2018年全国锦标赛
第五名。

本报讯（记者 江泽丰
通讯员 邓小涔）8月 4日，广
东省第十五届运动会竞技体
育组武术比赛在肇庆继续开
战。由中山输送到省体校的
双计分运动员曹泽辉在男子
乙组自选长拳、刀术、棍术全
能比赛中发挥出色，摘得该
项目冠军。

据悉，武术套路是一连
串含有技击和攻防含义的动
作组合，是以技击动作为素
材，以攻守进退、动静疾徐、
刚柔虚实等矛盾运动的变化

规律编成的整套练习形式，
又被称之为“套路运动”。本
次省运会武术套路比赛以小
全能的形式进行，评委将从
运动员的动作质量、演练水
平、难度三方面进行打分。比
赛持续至8月6日上午结束，
共决出12枚金牌。

记者了解到，本届省运
会武术套路比赛，中山一共
派出 16名运动员，对 12枚金
牌发起冲击。今年 15岁的曹
辉泽，是由中山市南头镇民
安小学输送到中山体校的学

生，2016年由市体校输送到
省体校，参加省运会他的成
绩全部计入代表队和输送
队。在本届省运会男子乙组
自选长拳、刀术、棍术全能比
赛中，他的长拳以 9.41分排
名第一，刀术又以 9.53分排
名第一，在8月4日晚上男子
乙组棍术比赛中，以 9.53分
再次获得第一名，最后三项
排名均第一，总分 28.47分毫
无悬念，获得该三项全能冠
军，同时为省体校和中山代
表团摘得一块金牌。

本报讯（见习生 李鑫 记
者 卢兴江）8月 3日，东升镇党
委书记王立群、党委委员肖泉、
副镇长李鑑辉做客“周五民声
直播室”，就市民关心的“棒球小
镇”建设进展情况与市民互动交
流。王立群透露，该项目征地工

作基本完成，今年年内，项目基
础设施将开工建设。

互动交流中，王立群说，一
直以来，东升高度重视“中山国
际棒球小镇”项目建设，目前已
完成发展规划编制，基础设施
PPP模式开发已获市政府同意，

项目征地工作基本完成，同农民
签了征地合同。

近年来，东升镇主动加强与
国家体育总局、中国棒球协会、美
国职业棒球大联盟（MLB）中国棒
球发展中心等机构的沟通与交
流，为棒球的发展夯实基础。

下一步，东升镇将积极申办
2018年少棒联盟PONY中国区
总决赛和 2019第二届亚洲女子
棒球赛，并加快筹备建设棒球学
院，开展镇内幼儿园棒球推广与
普及工作。

据了解，自 2006 年东升组

建中山第一支棒球队开始，棒球
就在中山扎根。“中山国际棒球
小镇”项目围绕东升城轨站布
局，通过 PPP 模式引入社会资
本，计划投 70亿元，用 5年时间
建设占地 1000 亩，集比赛、培
训、动漫等于一体的特色小镇。

海关进出口货物整
合申报运行平稳顺畅

简化程序提效率
受惠企业频点赞

本报讯（记者 黄凡 通讯员 凌世杰）海
关进出口货物整合申报 8月 1日起实施。据
中山海关 8月 2日介绍，系统切换首天，中山
关区100%货物使用新报关单申报，共申报新
报关单 2082份，总体业务运行平稳，系统运
转正常，现场通关顺畅。

佳能（中山）办公设备有限公司每天都有
四五柜货物从中山港进出口。该公司申报负责
人员邹萍表示，整合申报后，只需一次申报，一
张大表就能同时完成报关报检，简化了申报，
目前企业也正在逐渐适应新的报关方式。

据介绍，整合申报实施后，原报关报检
单整合为一张报关单，原报关、报检共229个
申报项目精简为105个。实施后，企业已开始
获得改革红利。中山市科达报关服务有限公
司负责人蒙海霞在经历首日系统切换后表
示，不用再重复录入，而且简化了程序，以前
报关报检需要两个报关员，现在只需要一个
报关员，减少了人力成本。

2018年第二批科技
企业孵化器与众创空间
认定名单公布

17家单位上榜
本报讯（记者 谭华健）8月3日，市科技局

公布了“2018年第二批科技企业孵化器与众
创空间认定名单”。此批共有17家单位上榜。

大唐盛视孵化器、哈工大机器人（中山）
智能制造孵化器等6家单位为中山市科技企
业孵化器；德宝怡高文化创意街区、集创梦
想众创空间等11家单位为中山市众创空间。

市风景园林协会办培训班

树木怎么修剪
园林专家教你

本报讯（记者 李丹丹）目前正值汛期，
经常有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8月 4日上午，
中山市风景园林协会受市住建局委托，在
市委党校举办 2018年树木修枝培训班，为
来自各个镇区住建局及物业公司代表授
课，一方面通过修剪树枝提高目前中山市
的树木修剪生态质量和景观效果 ，擦亮中
山市作为中国园林城市和宜居城市的名
片，另一方面通过修剪树枝，抵御恶劣天气
对树木造成的影响。

市风景园林协会会长邓万发表示，通过
培训希望各镇区住建局及物业公司相关工
作人员能够学以致用，带动全市的园林绿化
树木修剪工作走向正规化、科学化，为中山
市的园林绿化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培训班上，园林专家主要从树木修枝的
目的、修枝的原则、修枝的技术、修枝的安全
维护和防台防汛及其他应急预案等几个方
面进行了详细的讲解。市风景园林协会相关
负责人表示，以后会持续跟进全市的树木修
剪工作，及时回复各单位、小区物业在树木
修剪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各单位和小区物业
有需要帮助的也可随时电话联系市风景园
林协会 0760-88318757，共同努力提高中山
园林绿化质量。

本报讯（记者 陈伟波 通讯员 吴泳麟
游玉华）8月5日，为期一个多月的“第七届（中
山）西区汽车消费节”（以下简称：西区汽消
节）在西区天悦城广场正式启动。本次汽消节
汇集西区汽车街30多家4S店，约200种车型，
日常所见的各高、中、低档次汽车悉数亮相。

据介绍，本届汽车消费节有三个特点：
一是活动时间长，第一阶段拼车购活动时间
为 8月 6日上午 9点至 8月 20日下午 5点，第
二阶段拼车购活动时间为8月27日上午9点
至 9月 10日下午 5点，促销时间跨度近一个
月时间；二是活动形式新，通过线上线下联
动促销的模式，市民可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

“中联创示范园”进入“拼车购”活动，选定心
仪品牌车型进行“拼团”，线下到西区汽车街
相应的 4S店选购汽车；三是活动实惠多，主
办方安排 300万元专项资金，直接补贴购车
市民，最高个人优惠 3600元，带动西区汽车
消费，达到惠民惠企的双赢效果，营造“购车
到西区”的浓烈氛围。

三溪村的一间古屋里，有一
个很小而美的古饰设计展。旅居
丽江的 80后美女设计师杨珊，
带来了几十件自己珍藏的作品，
与喜欢的朋友分享设计过程。昨
日记者刚见到杨珊的时候，她一
袭红色抹胸长裙，乌黑的长辫垂
在胸前，手拿六角形的竹骨扇，
娴静如同画中的古代仕女。可一
聊起古饰，却让人感受到她对设
计的热爱与执着。

出生于潮州的杨珊，幼年家
中有废弃的屋舍，堆放着许多旧
物，她常在其中如同畅游“百草
园”。再长大些，她便会和朋友一
起跑到古运河、广府庙会等潮汕
传统民俗文化聚集地。当然，曾
经年少爱美的她也会追求名牌，

潮流，直至有一次无意中淘到一
枚旧戒指，戒面上刻印的图案引
起了她的关注。

在这小小的戒指上，刻着两
个人物和一座塔。为了弄清楚上
面的内容，她翻阅了大量史籍，
才知道上面刻印的是“状元拜
塔”的故事。《白蛇传》中白娘子
生下儿子许士林不久后被压于
雷峰塔下，许士林中状元衣锦还
乡，途经雷峰塔哭祭生母。“一个
小物件里都有一个故事，中国这
些旧物上都有着人们追求各种
美好喻义和令人敬佩的精神。这
些充满传统文化的物品，绝对不
逊于那些名牌。”于是，杨珊开始
了对古饰物的关注与收藏。

从二十几岁开始喜欢上旧

物收藏，到三十多岁时，杨珊面
对一屋的藏品开始生出了新想
法。“一有空就自己欣赏，总想带
着这些首饰美美的。但有些不适
合现代人佩戴，于是我就动手拆
旧物，设计适合款式。”开始的时
候只为自己戴，后又开工作室和
小店专门设计古饰。

杨珊的首饰材料来自于她
从全国各地，甚至海外收藏回来
的老物件。有的是旗头上的旗
花，有的是官帽上的帽花，有的
是戏袍上的珠饰，更多的是明清
妇女的古旧首饰。每次开始动
手设计前，杨珊都会静坐在工作
坊，长时间去琢磨。经过岁月的
洗礼，饰物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残
损。杨珊为这些旧物拆损补残，

重新“梳妆打扮”。还是旧物的风
骨，却有了一段新的风情。她托
起一件用清代帽花改造成的项
链介绍：“这个帽花我收回来时
已残损，上面的珠子都不见了，
只剩下老银做的骨架，但可以看
得出原来的工艺十分精美，有着
串珠、点翠等工艺。我就自己找
一些旧珠子、珊瑚重新串进去。
有时串一颗珠子都要一两个小
时。做了看看，觉得不够好看，就
又拆了再做，不断反复比较。”也
因为材料的特殊，杨珊的作品没
有两件是重复的。“都是孤品，我
要把美的东西先解构，再设计加
工，生出新的价值和美丽。”

文/本报记者 陈慧
图/本报记者 文波

省运会前奏

省运会竞技组跆拳道比赛连传捷报

中山两女将分别夺金中山两女将分别夺金

武术套路比赛武术套路比赛
中山选手摘金中山选手摘金

曹辉泽获男子乙组自选长拳刀术棍术全能冠军

东升镇相关负责人做客“周五民声直播室”

“棒球小镇”基础设施年内开工建设

赵 真（蓝 色
方）拿下女子乙组
46-50KG级金牌。

邓小涔 摄

曹辉泽在比赛中。 邓小涔 摄

第七届西区汽消节开幕

品牌多 优惠多

“潮人”扮靓旧饰物 80后女设计师钟爱古首饰
再创造，携数十件精品在中山办展

三溪村一间古屋里，正在
展出杨珊的古饰设计作品。

第七届西区汽消节昨日启动。
本报记者 文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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