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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9日下午，西区中学田径场上，1200余名初一新生身披戎装，整齐列队，举行2018级新生国
防教育汇报汇演。这是西区首次举办大型初一新生国防教育汇演活动。

本报记者 陈伟波 文波 通讯员 游玉华 许丽君 摄

本报讯（记者 陈伟波
文波 通讯员 游玉华）9月 7
日，在西区铁城初级中学举
行的西区 2018 年教育工作
会议暨庆祝第 34个教师节
大会上，来自西区各学校的
38名新任教师、青年教师代
表面向国旗庄严宣誓，郑重
承诺履行教师职责，落实教
师誓词，将做人民满意的好
教师。

当天，西区对辖区内公
民办教学质量先进单位、区
素质教育目标管理评估奖、
市师德标兵、市区优秀教师、
优秀教育工作者代表和区首
席教师进行了颁奖，并举行
了 2017-2018学年退体教师
荣休仪式。

2017年，西区主动适应
西区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

着力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
革，推进重点、攻克难点，教
育事业迈上新台阶。在加快
推进教育服务均等化方面，
西区去年投入 1500 余万元
实施“铁城初级中学设施完
善工程”“铁城小学基建改造
项目工程”“广丰小学完善运
动场项目工程”“沙朗小学路
面积水改造工程”等，全面改
善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条件。
此外，新建的广丰小学和铁
城初级中学，已于去年 9月
正式投入使用，初步缓解了
义务教育阶段学位紧缺的严
峻形势。加快 2所小区配套
幼儿园的筹建进度，支持和
引导 1所普惠民办幼儿园进
行筹设审批，努力提高全区
公益普惠幼儿园比例，加快
解决“入园难”问题。

西区召开教育工作暨庆祝教师节大会

去年投1500多万元
改善办学条件

本报讯 （记者 卢兴江 ）
“往年的彩车巡游，今年将升级
为彩船巡展，地点就在沙古公路
以北的中心滨河湿地公园，这将
会是今年灯光文化节的全新亮
点。”9月7日，古镇镇党委书记
刘建辉等嘉宾做客“周五民声直
播室”时透露，今年的灯光节将
有“五大亮点”值得市民期待。

■灯光节下月举行看点颇多

“请问今年的灯光文化节会

有哪些亮点？”互动环节刚开
始，就有市民直奔感兴趣的话
题。刘建辉表示，今年的灯光文
化节将围绕“创新”展开，活动时
间定在 10月 22日至 28日，为期
7天，以古镇灯都生态湿地公园
和人民广场为两大主会场，扩展
至新建成的中心滨河公园、镇内
主要路段及主要灯饰卖场，将共
同演绎一场璀璨梦幻、炫酷震撼
的光影艺术盛宴。

看点主要集中于五个方面：

一是3D光幕喷泉项目将继续保
持；二是打造数十个全新的大型灯
光场景；三是灯光小品方面，将有
数十个产品全新亮相，其观赏性和
艺术性也较去年有大幅提升；四是
沙地音乐会还将升级为文化庙会，
把文艺表演、竞技比赛、美食节和
文创集市四大元素集合起来；五是
往年的彩车巡游将升级为彩船巡
展，地点就在中心滨河湿地公园
（沙古公路以北段），将是今年灯光
文化节的全新亮点。

■四项措施解决停车问题

“今年的灯光节是否重点考
虑到了停车问题，往年找车位实
在令人头痛。”市民姚先生就此
发问。刘建辉表示，灯光节期
间，每天有数十万群众到场参
观，无论是路面交通还是停车
场，负荷都剧增。今年，组织方将
准备在会场内实行交通管制，车
辆安排在会场周边停放。具体将
采取四项措施：大信新都汇、为

民广场、曹三五金灯配城、会展
中心、利和广场、华艺广场等地
设约10个免费停车场，市民可步
行到达会场；离会场稍有距离的
停车场，会安排镇内免费接驳巴
士接送群众往返于停车场和活
动会场之间；计划和高德地图合
作，在高德用户导航到古镇观看
灯光文化节的终点，会提示周边
的停车场，方便游客停车；设“灯
光文化节专线车”，主城区方向
游客不需要自己开车即可观光。

我市已征集改革开
放 40 周年藏品 400 多
件，进入针对性征集阶段

目标物品明确
欢迎市民捐赠

本报讯（记者 周振捷）记者从我市改革
开放 40周年藏品征集工作组了解到，截至 9
月 6日，已征集到涉及工业产品、生活用品、
文献档案、证章牌匾等方面共 447件（套）实
物类藏品。目前，该征集工作依据展览大纲
的相关要求进入针对性征集阶段。

据悉，我市今年将举办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中山市发展成就展暨藏品展，其中改革
开放藏品征集工作是重要的一环。据征集工
作组负责人、市博物馆本土文化研究室主任
周剑记者，征集工作迄今开展5个多月，现已
进入针对性征集阶段。其主要征集目标包
括：沙溪申明亭制衣综合工艺厂电动制衣
车，大涌鸿艺家具厂产品，古镇裕华灯饰产
品，中山无线电厂产品，中山轻工工艺品进
出口公司产品，中山纺织品进出口公司产
品，石岐砖厂“铁城”牌水磨石，民众新华手
套厂产品，健力鞋厂产品，东升星光制锁厂

“星光”牌锁具，小榄制锁二厂“钻石”牌锁
具，20世纪80年代早期赴台探亲的证件和赴
港澳旅游证件等。

征集工作组号召市内有相关线索或藏
品的单位或个人积极捐赠或转让，相关藏品
的接收地点为市博物馆，联系方式为
88840418。

南朗镇党政企代表团
赴藏展开对口帮扶

向娘蒲乡提供
扶持资金60万元

本报讯（通讯员 张涛 记者 黄启艳）9
月 6日，南朗镇党委书记刘锐濠率领镇党政
企代表团赴对口支援西藏工布江达县娘蒲
乡考察调研，并为娘蒲乡提供项目扶持资金
和工作经费等共计60万元。这是中山市政府
去年确定镇区“9+9”结对支援以来，南朗镇
首次入藏开展对口支援工作。

南朗镇代表团前往工布江达县委调研
了援藏工作，实地考察学习了娘蒲乡米瑞村
驻村工作经验，调研了娘蒲乡中心小学、乡
政府大院和拉如村村委会建设情况，同时看
望和慰问了 4户贫困户和米瑞村驻村工作
队，送去了生活必需品和发放慰问金。在对
口支援座谈会上，南朗镇代表团进一步了解
了娘蒲乡的受援需求，援受双方就对口支援
的方向、措施、帮扶规划及其他工作展开深
入的交流，并提出建议。会上举行了 10万元
工作经费和50万元项目扶持资金捐赠仪式。

中山市民最喜欢的
网红月饼评选活动揭晓

9款月饼获殊荣
本报讯（记者 周振捷 孙俊军）9月9日，

由中山日报报业集团主办、广东壹加壹商业
连锁有限公司冠名、咀香园健康食品（中山）
有限公司协办的第 15届中山“月饼文化节”
暨“2018中山市民最喜欢的网红月饼”评选
活动揭晓并颁奖，共有9款月饼获殊荣。

此次活动自 8月上旬正式启动以来，通
过中山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矩阵，吸引广大
市民踊跃投票。根据投票结果，并结合专家
评审的意见，主办方评出了今年“最受市民
喜爱的网红月饼”。它们分别是:咀香园“百年
品味月饼”、咀香园“芝心流彩月饼”、宝丽金

“双黄白莲蓉月饼”、一知万“流金岁月月
饼”、富华“金装四喜月饼”、日威“礼悦中秋
月饼”、华美“双黄白莲蓉月饼”、采蝶轩“双
黄莲蓉月饼”、澳门香香“十大祝福月饼”。

■在中山打工期间与家
具修复结缘

李洪晓家在河南南阳，2000
年春节过后，他决定外出打工，
跟亲戚来到中山。当过搬运工，
开过货车，后来到了石岐区的富
逸装饰广场做售后服务，正式跟
家具打起了交道。

新家具在运输途中难免会
出现磕磕碰碰，桌柜裂缝了、抽
屉磕坏了角、沙发破了个洞、椅
子上的花纹装饰掉了等等经常
发生。当时，李洪晓的工作就是
当跟班，上门给“破相”家具做美
容。期间，师傅们也教给李洪晓
一些基本的东西，但关键环节，
师傅们都有保留。苦则思变，
2015年，只有小学文化的李洪晓
辞职，前往广州学习家具美容，
做家具美容师是接触装饰以后
才有的梦想。

■一个半小时赚了135元
9月3日，46岁的李洪晓驾

车驶入东区顺景花园小区，给客
户家的木质家具做“美容”。他
拎出专用工具箱往楼上走。客户
家在楼梯房的 6楼，闷热的空气
里，提着笨重的工具箱，爬了一
身汗。

两天前，胡女士在天猫家

具网店购买了一套家具，送家
打开查看时，发现茶几的三个
角错位开裂严重，将情况反馈
店家，店家表示可以修复。接店
家下单后，家住西区的李洪晓
上门服务。

进门，李洪晓看了看茶几，
觉得心里有底，便打开了工具
箱。工具箱里有 12管自喷修复
漆，还有十几管颜料、胶锤、胶
水以及砂纸等。李洪晓先用胶
锤大力击打茶几侧面，使得错
位复原，然后将胶水滴入缝隙，
接着用砂纸打磨，闭眼斜看一
眼，感觉平整后，停了下来。下
一步是调色，与其它人不同，李
洪晓直接在手掌中调色，调好
色，用手指涂抹到打磨好的位
置，颜色非常吻合。接下来再调
色，用手指画上纹路，最后再喷
清漆，上光保护。整个过程纯手
工完成。李洪晓叫来胡女士验
收，胡女士戴上近视镜，认真查
看，竟然没发现修复过的痕迹，

“好，非常好！”
胡女士愉快地签了服务单。

整个过程耗时一个半小时，除支
付中介 15元的服务费，李洪晓
说得到 135元，当然，这笔钱由
网店支付。

■一年接单上千 忙得
晕头转向

近年来，网购家具发展迅
速，家具“美容”行业也越来越
火。李洪晓顺应潮流，不仅学会
了网络接单，还成为一些家具大
品牌在中山地区的签约“美容
师”。如今，他每年能接 1000多
单活，其中大部分是网单。平均
每天要处理三单活，他说虽然收
入不错，但整个人忙得晕头转
向。

如今，李洪晓不仅自己在西
区按揭了住房，还给儿子在石岐
区买了房。他说，“有了还贷压
力，现在，不管哪里有活，路途再
远，我都会去！不过，目前我的技
术也就只能给木家具、皮家具和
大理石家具做破损美容，而一些
高手甚至能修补汉白玉。呵呵，
这是我的目标！”

长期给破损家具做“美容”，
李洪晓总结出一些保养家具延
长家具寿命的小窍门，说提供给
市民参考。首先要避免家具被阳

光直射，长时间日晒，木质过于
干燥，很容易出现裂缝和局部褪
色；不能光用湿抹布擦拭家具，
必要时选用一些护理精油，滋养

木质，锁住木质的水分，才能防
止木质干裂变形；南方天气湿
热，更要注意家具防潮。

家具
“美容师”
李洪晓在
修 补 家
具。

西区办事处高度重视西区广
丰工业园内乱搭乱建违法建设的
整治工作，截至目前，执法人员采
取耐心劝导当事人自拆及强制拆
除的方式，共清拆广丰工业园内违
法建设面积3800平方米。

自8月2日开展广丰工业园违
法建设强拆行动以来，执法人员积
极与该工业园内的违建当事人进
行沟通，劝导他们尽快搬离并进行
自拆。8月份，广丰工业园区拆除
违法建筑面积共1800平方米。

9月 6日上午，西区办事处根
据对广丰工业园最新的摸底调查

情况，再次组织区相关职能部门及
专业清拆队对广丰工业园内部分
无人居住且没有自拆的违法建筑
进行强制拆除，拆除面积 2000平
方米。

下阶段，西区将继续按照“蓝
箭”专项行动的相关要求，对广丰工
业园内的违法建设进行全面清拆。

自开展治理违
法建设“蓝箭”专项
行动以来，西区办事
处秉持对违法建设

“零容忍”的高压态
势开展查处违法建

设行为，坚决做到发现一宗查处一
宗。接下来，西区办事处将继续以
铁的决心、铁的措施、铁的手腕开
展治理违法建设“蓝箭”专项行动，
实现违法建设治理工作“零增量、
减存量”的目标，营造更干净、更整
洁、更平安、更有序的城市规划建
设环境。 文/朱燕波

西区连续“作战”

广丰工业园内违法建筑被清拆

360360行记者深度体验主题采访报道行记者深度体验主题采访报道

古镇镇相关负责人做客“周五民声直播室”时透露，今年灯光
节五大看点值得市民期待

彩车巡游将升级为彩船巡展

家具“美容师”李洪晓一年接单上千，用小众手艺打开大市场

巧修施“粉黛”家具换“新颜”

胶锤复原错位，滴入胶水用砂纸打磨，再调漆画纹

路上色，最后喷上清漆做保护。10余分钟的“美容”，一

处“破相”茶几就看不出修补过的痕迹了。这是新中山

人、家具美容师李洪晓的日常。9月3日，记者随他走进

客户家庭，体验和感受不一样的职业追求和奋斗经历。

文图/本报记者 卢兴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