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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镇裕安村有
个为村民提供日常所
需的小市场，连续经营
了20多年。虽然仅有6
个摊位，但菜米油盐酱
醋茶、肉类蔬菜甚至活
蹦乱跳的海鲜都有。

“虽然受欢迎，但
市场既在河边又在路
边，存在安全隐患，而
且如今停车位不足，硬
件老化，所以村委决定
搬迁市场，新址就在村
委对面，占地面积约10
亩，届时还会建停车
场、篮球场和村民健身
场所。”日前，裕安村委
有关负责人郭先生告
诉记者。

本报记者
缪晓剑 卢兴江
见习记者 李鑫

摄影报道

眼前上百只陆龟，小的仅3岁，约
两个手掌大小，大的则有 40岁，重达
40公斤。在招颖铳看来，这些陆龟就
像是他的孩子。4年时间相处下来，招
颖铳逐渐摸到了与陆龟的相处之道，
也知道了如何应对各种天气病害的
变化，感情自然也在逐渐加深。“你可
以摸摸它，但不要将手靠得离嘴太
近。”招颖铳边喂食边说，“它们不是
想咬你，只是反应不过来。”

陆龟并不是每年都会产蛋，但若
一旦下了蛋，一次可多达 20至 40个。
2017年春节，招颖铳首次发现陆龟开
始在沙地里挖坑，他暗自窃喜，这说
明陆龟要下蛋了。要去亲戚家串门的
他特意安放了一个网络摄像头对准
陆龟，通过手机首次看到了陆龟新生
命的诞生。兴奋之余，他还特意跑回

养殖场亲身查看陆龟的情况。
不过，也就在那年，招颖铳领略

到了陆龟养殖的艰辛。陆龟需采用全
天候控温养殖，生长对阳光有一定的
需求，但同时也不能长期待在室外。

“它们像人一样，淋雨了也很容易感
冒。”2017年冬天，两只陆龟就因寒冷
天气而病死，这让招颖铳懊悔不已。
为了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招颖铳投
入了100多万元建造了恒温恒湿的养
殖基地。

每只棕色的龟壳上都有一个红
色的标记。招颖铳介绍，为了防止寄
生虫等病害，他会为陆龟们上药治
疗，并做好标记以便复查。基地旁边
还有一处农场，农场采取种养结合的
生态模式，种植各种蔬果，作为陆龟
的日常饲料。

本报讯（记者 陈伟波 通讯员 吴
怡琳）5月 11日，以 5 ·15国际家庭日、

“六一”儿童节等节日为契机，民众镇妇
联在文化广场举办了“家和万事兴，礼
赞新中国”民众镇第四届家庭文化节暨
5·15国际家庭日亲子嘉年华活动，“书
香家庭”及“美丽庭院”当日领取了证书
和牌匾。

据介绍，民众镇妇联于 3-4月在镇
内开展“书香家庭”、“美丽庭院”评选活
动。经评选，获得民众镇2019年“书香家

庭”的有 28户家庭，获得民众镇 2019年
首批“美丽庭院”的有 64户家庭。当日，
民众镇人大主席冯耀华为获奖者颁发
了证书和牌匾。

当天，亲子嘉年华活动也正式拉开
帷幕。活动现场设有“踩气球”“欢乐巧夹
玻璃球”“动感呼啦圈”“传乒乓球”“抛接
小球”5个游戏摊位，现场气氛热烈。

主办方相关负责人表示，活动旨在
让更多居民认识、了解国际家庭日，共
同关注家庭和谐，推进社区和谐。

民众镇举办第四届家庭文化节
评选28户“书香家庭”64户“美丽庭院”

“飘色”为载体
传承历史文化

黄圃三社社区入选
我市特色精品村和美丽
宜居村创建对象

本报讯（记者 张房耿 通讯员 黄
圃宣）升级改造后的花果山人文历史
文化主题公园鸟语花香，社区居民们
在山腰广场悠闲地打着太极，长达数
米的《黄圃五古坊通乡打大醮图》石壁
画，向过往群众展示着黄圃昔日飘色
文化胜景……记者从该镇了解到，在
乡村振兴过程中，三社社区以“飘色”
为载体传承历史文化，入选我市特色
精品村和美丽宜居村创建对象。

黄圃镇三社社区距今逾 600多年
历史，是古代黄圃的发源地。飘色是广
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三社社区的
传统文化项目之一。在推进乡村振兴
过程中，该社区借力历史文化传承，以
文化促振兴，目前正筹备飘色文化节
献礼建国70周年活动。

良好生态环境是乡村振兴的重要
支撑。一年来，黄圃镇三社社区党委组
织发动党员干部、志愿者共同参与，对
大街小巷等存在乱堆乱搭杂物点进行
集中整治，共清理垃圾杂物 5.3吨。同
时，在市镇财政的支持下投入约 70万
元对辖区 9个卫生黑点进行美化绿化
整治，将原来杂草丛生、垃圾乱堆放的
卫生黑点改造为街心小公园或进行外
立面翻新和绿化美化。

去年6月，三社社区在市镇财政的
支持下投入 124万元对辖区花果山公
园进行升级改造，将花果山公园打造
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示区、社区
历史文化展示区与烈士陵园三大功能
区域的人文历史文化主题公园，给居
民休闲、学习提供了一个好去处。

三社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社区
接下来将继续以创建中山市特色精品
村为抓手，持续深入开展人居环境整
治，加大对辖区主干道修整，对传统历
史文化建筑修缮复原，优化辖区宣传
标识系统设置等工作，致力打造美丽
宜居特色精品村。

本报讯（记者 柯颂 通讯员 张
变 陈耀豪）5月 15日，记者从三角镇
获悉，继三角镇各部门、村（社区）组织
的徒步巡河、自行车巡河、皮划艇巡
河、冲锋舟巡河等形式多样的巡河活
动后，又有社会组织加入巡河队伍，为
实现宜居“绿三角”而努力。

今年5月以来，这支名为“绿色启
航”环保公益服务队的社会组织，开始
在三角河涌积极开展“护河行动之再
现美丽河涌”活动。25名“绿色启航”志
愿者分为两组，全程徒步 12公里，对

河段两岸居民进行问卷调查，了解河
涌目前存在问题、河涌治理建议和招
募热心居民参与巡河活动；志愿者还
沿途清理两岸漂浮垃圾和倡导居民清
理周边生活垃圾，并拍照记录所存在
的问题，汇总后反馈到相关部门落实
解决。

“绿色启航”负责人介绍，每月将
组织两次巡河活动，为实现宜居“绿三
角”而努力。

据悉，目前，三角镇全镇 71条河
涌共设立总河长、副总河长各1名，镇

级河长37名，村级河长34名，明确各
条河涌责任主体，实现河流管理全覆
盖。在全镇71条河涌安装了117块省、
市、镇、村四级河长公示牌，督促镇级
河长每月巡河一次以上，村级河长每
月巡河三次以上，并认真做好巡查记
录，及时跟踪河涌存在问题、整改落实
情况。设定每月第三个周日为巡河日，
由专门成立的三角镇志愿者义务巡河
队。另外，各村（社区）各部门也都结合
自身工作实际，开展形式多样的巡河
活动，共同维护三角河涌的生态环境。

本报讯（见习记者 蔡伟强 通讯
员 黎燕爱 陈思霖）听革命故事、唱国
歌、集体宣誓……5月10日，板芙镇在板
芙初级中学举办 2019年“青春心向党·
建功新时代”纪念五四运动 100周年主
题团课暨新团员集中入团仪式，120名
青年团员接受了爱国主义精神的洗礼。

“当时在担水坑，由于敌我力量悬
殊，战争打得很惨烈，不少游击队员牺
牲了。”当天，市孙中山研究会及市老战
士联谊会办公室主任郭昉凌讲述中山、

板芙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时，学生们都
听得热血沸腾。“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
血，激励我努力读书，做新时代的追梦
人。”学生们说。

据了解，今年来，板芙镇充分利用里
溪村革命老区的红色资源和深湾村担水
坑革命烈士纪念碑等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进行重温革命烈士故事、清明祭英烈
等活动，通过对未成年人开展爱国主义
教育，促进社会主义价值观落细落小落
实，推动精神文明创建向纵深发展。

板芙镇深化未成年人爱国主义教育

推动精神文明创建向纵深发展

本报讯（记者 柯颂 通讯员 张变
曾志华）5月15日上午，三角镇退役军人
服务中心正式挂牌成立，这标志着三角
镇、村退役军人服务机构组建工作进入
实质运行阶段。

三角镇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位于三
角镇南洋路85号全民公益园一楼，设置
有服务窗口和接访室。下一步，该中心
还将进一步完善设施设备，着力打造

“退役军人之家”，承担起政策咨询、政

策落实、救助帮扶、技能培训、创业、就
业帮扶、矛盾化解等工作。

据悉，三角镇从 4月底开始精心组
织、迅速推进落实，全面组建镇、村退
役军人服务机构。目前已有中心社区、
三角村、光明村退役军人服务站相继
成立，其余村级退役军人服务站将在 5
月 18号前全部完成挂牌运营，届时三
角镇将建成镇、村二级退役军人服务
保障体系。

三角镇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挂牌成立

退役军人有“家”创业就业有“助”

本报讯（记者 柯颂 通讯员 林芷
君）5月14日晚，横栏镇在宝裕文化广场
开展了“送政策，送服务”夜间流动咨询
暨党员志愿服务集市活动，倾听民意，
解决问题，践行党员干部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宗旨。

除了精彩的“党建引领 文化惠
民”——横栏镇廉洁宣传教育暨 2019
年文艺巡演，当晚，横栏镇宝裕村驻村
工作组及镇组织人事办、综治维稳办、
社会事务局、住建局、卫计局等 20多个
部门单位的近 50名党员骨干、党代表、

人大代表参加了活动，面对面倾听群众
的建议和意见，现场协调化解群众的合
理诉求，为群众排忧解难。镇综治、行政
服务中心、医院、卫计、公安、人社等职
能部门也到场设摊，为群众提供法律、
卫生保健、义诊、量血压、食品药品安
全、防传销、禁毒、扫黑除恶等知识宣
传。

据悉，本次活动共派发宣传资料
1000多份，接待群众近200人次，收集问
题 25件，现场答复 23件，其余问题已移
交相关单位跟踪处理。

党员夜间上街 送政策送服务
横栏镇开展夜间流动咨询暨党员志愿服务集市活动

15日上午，由中山市文化馆、东区文体教育局主办的中山市东区中小学生书法
作品展在市文化馆二楼展厅开展，130多位学生的150余件书法作品展出。

近年来，东区率先通过教学检测与评价，推动写字和书法课程落实，如今每所中
小学的每班每周均保证有一节书法课程。 本报记者 黎旭升 徐钧钻 摄影报道

东区举办中小学生书法作品展

中山·黄圃
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山水板芙
智造新城

中山·神湾
全力打造珠江西岸
现代服务业创新示范镇

中山·东凤
中国小家电产业基地

协办单位

小众创业养“异宠”
另辟蹊径殊途“龟”

黄圃新生代养殖户养殖上百只陆龟走出另类创业路
5月14日上午，黄圃镇横档村一处不起眼的锌铁棚内，上百只

陆龟惬意地一边晒着太阳，一边吃着鲜嫩的菜叶。添加食料，观察并
记录每只陆龟的身体状况，招颖铳在阳光下忙活着，不一会已是汗
流浃背。招颖铳接触异宠养殖已有七八年时间。3年前，这名27岁的
年轻人成立了中山市亚马逊农业养殖有限公司，在全市率先规模养
殖陆龟，走出了一条另类的成功创业路。

文/本报记者 张房耿 通讯员 黄圃宣 图/本报记者 缪晓剑

大大小小的陆龟见到记者来访
并不惊慌，一只陆龟还用头蹭着招
颖铳的裤脚。“这些陆龟都是动物园
已经预定了的，过一段时间就将卖
到动物园里作观赏用途。”招颖铳指
着较大的几只陆龟说，陆龟的成长
速度慢，一年大概就长十几厘米，因
此早几年基本只有投入没多少回
报。在他看来，这是个要沉得住气耐
得住性子的行业。

养殖基地里还有一处孵化室，
一个看似冰箱的设备上显示温度是
29度，里面整齐排放着上百只蛋，每
只蛋只有乒乓球大小。“一只陆龟蛋
孵化需要90天至120天，这些还没出
生的陆龟也已经被海南的一些养殖

户预定了。”
养殖基地另一侧则是蟋蟀养殖

基地。招颖铳曾远赴泰国学习先进养
殖技术，在国内选择优质种群结合泰
国的技术养殖蟋蟀，如今已顺利投入
生产销售，每年收入约30万元。

记者从黄圃镇了解到，招颖铳
亚马逊养殖公司在该镇农业部门协
助下，于 2018年获得了市级示范家
庭农场的奖补以及镇扶持农业资金
的一比一配比奖补。黄圃镇农业服
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黄圃镇政
府下一步将充分用好黄圃镇农业扶
持生产系列政策，营造优良农业生
产环境，助推水产蓬勃发展,实现乡
村产业兴旺。

“上漂”青年回家创业，全市“首吃螃蟹”养殖陆龟

招颖铳是横档村村民，2010年，
22岁的他在上海从事 3D打印行业，
后在朋友处开始接触“异宠”。

“现在很多年轻人不再满足于养
猫狗，反而更倾向于小众的宠物。”
招颖铳说，那时他的爱好是养殖蜥
蜴、蜘蛛。几年后回家创业，招颖铳
曾试过在家中饲养了上万只蜘蛛。
蜘蛛品种非常多，而且数量多管理
不过来，价格也不稳定，所以效益并
不明显。

2016年，招颖铳在异宠的圈子里
接触到了陆龟，顿时被这个来自非

洲，性情温顺的“大家伙”迷住了。经
过一番考虑，年轻的招颖铳乘坐飞机
踏上了非洲大陆，并引进了这批陆
龟，通过努力取得了广东省林业厅颁
发的驯养繁殖许可证。

经过一番长途奔波，几十只陆龟
在黄圃镇横档村安下了家。养殖区被
划分为三部分，不同大小的陆龟被分
开饲养。此前，中山无人养殖陆龟，省
内也是屈指可数，招颖铳全靠微信朋
友群和网络学习养殖知识。但在实际
养殖过程中，招颖铳才真正领略到

“吃螃蟹”的不易。

见证新生命诞生的喜悦，
懊悔曾因照顾不周致陆龟病死 投资收益慢全靠耐心，

创业3年终走出另一片天地

招颖铳建了恒温恒湿的陆龟养殖基地。

社会组织“绿色启航”
共护三角碧水蓝天

裕安村“迷你市场”将搬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