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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名学子获中山农商银行奖学金

助迷途青少年“回家”
让咸水歌传承焕发新彩
坦洲镇七旬老人罗北成仍活跃在关心下一代工作一线，同时不遗余
力推广咸水歌文化

本报讯（记者 柯颂 通讯员 陈绮
君）8 月 21 日下午，在中山农商银行总部
大厅进行了奖学金的颁发仪式，来自我
市的 74 名中考、高考学子，每人获得了
中山农商银行党支部结对共建奖学金
5000 元。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杨文龙
为优秀学生代表颁发了获奖证书。
从去年初开始，
中山农商银行就启动
了千行千村党支部结对共建工作，
不断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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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北成（左）

■帮扶迷途青少年：
“大道理讲透，
小道理讲够”
从银行到关工委，职业跨度很
大，罗北成却毫不犹豫接受。
“青少
年是我们的未来，他们的健康成长
关乎每一个人，自己作为一名党
员，理应发挥好带头作用，力所能
及地为社会多做些有益的事。”12
年间，罗北成渐渐摸索出一套“大
道理讲透，小道理讲够”的帮教方
法，并成功帮助一批迷途青少年，
重返正路。
前不久，在罗北成的帮扶下，
又一位迷途青少年“浪子回头”。
“我们接触他的时候，他才 17 岁，
初中毕业后就辍学在家，终日沉迷
于网络游戏，为了打游戏不但经常
和父母发生争吵，而且还把自己锁
在房间里，不眠不休地打游戏。”罗
北成深知戒除网瘾并非易事，得知

少年的情况后，决定联合村委、家
庭和学校实行立体帮扶。
初次到少年家，面对紧闭的房
门，罗北成足足坐了两个小时“冷
板凳”。
“ 人有三急，他迟早会出来
的，慢慢等。”罗北成秉持十足的耐
心，等待期间向少年家长了解家庭
状况，得知少年比较叛逆，家庭教
育欠缺方法，父母和孩子之间缺乏
良好沟通，才导致如此局面。
“首先要解开心结，要尝试站
在孩子那一边，了解他们的想法，
然后再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进行
教育，大道理要说动情，小道理点
到即止，免得啰嗦。”门打开了，看
着眼前的少年，罗北成没有立即说
教，而是先聊聊家常，建立信任关
系。后来再次上门走访时，才进行

教育。
“帮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后
来这个孩子心结慢慢解开，想出去
工作，我们就承诺帮他介绍一份工
作。”如今，他在纸箱厂工作，态度
积极，网瘾没以前那么重了。
“看到
他迷途知返，一家人重归和睦，我
心里头也感到非常高兴、满足。”罗
行嘴角微微一弯，
笑起来很慈祥。
罗北成作为坦洲镇关工委常
务副会长，12 年间兢兢业业，古稀
之年仍活跃在关工委一线，常年带
队穿梭于 13 个村和社区，开展“十
帮”、辅导站建设、专题调研等工
作，严冬酷暑也不停歇，不辞劳苦
为关心下一代工作发光发热。据统
计，仅 2018 年，罗北成就帮扶了迷
途青少年 109 人。

八大工程推进文明创建

咸水歌是罗北成生活中离不开的“心
头好”，也是他夜不能寐的“忧心事”。
“咸水
歌现状堪忧，面临人才断层问题。”紧皱眉
头的罗北成告诉记者，咸水歌正面临青黄
不接的困境，老歌手中能唱的、在世的越来
越少，而年轻一代则少有人问津，若仅靠民
歌协会推广传播，
又势单力薄。
如何激发年轻一代对咸水歌的兴趣呢？
罗北成把目光投向了中小学。
民歌协会成立
之初，罗北成几乎走遍了坦洲所有中小学。
他奔走于各个校园间，不停为校长、老师讲
解咸水歌的现状和传承重要性，
同时联合民
歌协会的会员编写咸水歌教材、收录咸水歌
集。
“我们还把咸水歌带进校园，
通过表演让
师生们实实在在地感受咸水歌的魅力，
尽管
前后做了大量工作，大家都很辛苦，但为了
传承咸水歌，
一切都是值得的。
”
在镇政府和民歌协会的推动下，
如今坦
洲裕州小学、新合小学相继成立了咸水歌文
化传承基地，设立了咸水歌班。民歌协会则
提供专业歌手进入校园，教导师生唱咸水
歌。
近年来，
合胜小学、安阜小学等都设立了
咸水歌班，咸水歌还走进了中学的音乐课
堂。
“这些学生不一定会成为咸水歌歌手，
但
咸水歌的声音留在了他们的记忆里，
不会遗
忘，
这其实也是一种传承方式。
”
罗北成说。
新中国 70 周年华诞临近，罗北成和协
会成员正如火如荼地筹备一份充满特色的
“生日礼物”。
“ 为了庆祝祖国 70 岁生日，我
们协会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民族复
兴等主题进行创作，目前已经创作了 30 首
民歌。”罗北成告诉记者，咸水歌也要与时
俱进，跟随时代脚步不断进步，
“ 我们希望
能赶在国庆节前完成，然后推广到校园、
村、社区，鼓励大家用咸水歌的方式，歌唱
我们繁荣昌盛的祖国。”

本报讯（记者 徐钧钻 通讯员 曾
珺）8 月 20 日，南区召开 2019 年文明城
市创建推进会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揭牌仪式。
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是打通宣
传群众、教育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
最后一公里重要举措。南区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揭牌设立在南区良都全民公益
园。
南区表示，
将以区级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揭牌为契机，扎实推进建设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工作，
把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建成传播好声音、弘扬主旋
律、开创新业绩、凝聚党心民心的主阵

地。
通过
“中心—所—站”
体系建设，
把文
明实践触角延伸到南区的各个角落。
会上，南区党工委传达部署《南区
文明城市创建八大提升工程行动方案》
的工作要求 。这八大提升工程分别为
“文明示范路”建设工程、停车场点建设
提升工程、生活垃圾处理提升工程、农
贸市场整治提升工程、户外广告整治提
升工程、
“ 门前三包”提升工程、街头小
景建设提升工程、窗口服务质量提升工
程。南区文明办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严
格按照“行动方案”的具体指标，针对目
前南区突出的难点痛点各个击破，加强
组织领导，形成上下统一、部门联动、齐
抓共管的工作合力，提高城市科学化、
精细化、智能化管理水平，全力以赴为
中山文明城市创建贡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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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指出，
以需求为导向发展养老服
务，
是应对老龄化、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
的重要举措。
一要依托社区发展以居家为
基础的多样化养老服务，
为老年人提供助
餐、助医、助行、助洁等便捷服务。
新建小
区和老旧小区改造要把养老服务作为重
要配套。
二要调动社会力量发展适合老年
人消费的旅游、养生等服务。
鼓励企业研
发生产优质适用的老年用品。
大规模培养
养老院长、
护理员、
社工等。
三要支持发展
商业养老保险，
建立保险、福利和救助相
衔接的长期照护保障制度，加大对经济
困难高龄、失能老人的长期照护补贴。
四
要加强养老产品和服务质量监测，严肃
查处侵害老年人权益的行为。
会议指出，
稳定生猪生产，
保障猪肉

供应，
事关
“三农”
发展、群众生活和物价
稳定。
会议确定，
一是综合施策恢复生猪
生产。
加快非洲猪瘟强制扑杀补助发放，
采取多种措施加大对生猪调出大县和养
殖场（户）的支持，引导有效增加生猪存
栏量。
将仔猪及冷鲜猪肉运输纳入
“绿色
通道”政策范围，降低物流成本。二是地
方要立即取消超出法律法规的生猪禁
养、限养规定。
对依法划定的禁养区内关
停搬迁的养殖场（户），要安排用地支持
异地重建。
三是发展规模养殖，
支持农户
养猪。取消生猪生产附属设施用地 15 亩
上限。
四是加强动物防疫体系建设，
提升
疫病防控能力。
五是保障猪肉供应。
增加
地方猪肉储备。各地要适时启动社会救
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
制，
确保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成立民歌协会推广咸水歌文化
工作之余，罗北成最大的爱好就
禾 时 听 到 长 辈 唱 起 才 学 会 的 ，至 今
是唱咸水歌。
“禾穗弯弯颗对颗，割一
记忆犹新。”
棵来两个人搬，大丰收粮多怎么办，
自幼受咸水歌熏陶的罗北成，一
队长担心眉头紧皱（大意）……”通过
直希望为推动咸水歌出一份力。2012
坦洲话吟唱，罗北成清脆 嘹 亮 的 歌
年，坦洲民歌协会成立，罗北成出任
声，充盈了整个咸水歌文化馆，昔日
会长。
“坦洲民歌以咸水歌为主，我们
割 禾 时 的 丰 收 情 景 ，仿 佛 重 现 在 我
成立民歌协会，旨在挖掘、承传坦洲
们面前。
“ 咸水歌源自生活，无拘无
民歌这一优秀民间艺术。”目前，协会
束，即兴创作，像我刚才唱的那首歌
成员已达 50 人，都是咸水歌的忠实
没有歌名，这是我的童年回忆，在割 “粉丝”。

热心于咸水歌传承和推广的罗
北成一直在行动。
“ 我们每周五都会
进行一次排练，较为年轻的 20 多个
成 员 还 组 成 了 义 演 团 ，每 月 都 会 下
村 演 出 一 次 ，每 年 都 会 去 敬 老 院 慰
问，反响十分热烈。”尽管工作繁忙，
但罗北成甚少缺席，
“ 我擅长二胡和
扬 琴 ，所 以 每 次 演 出 我 都 会 尽 量 抽
时间去。”

我市拟修订知识产权专项资金使用办法

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贷款
费用资助标准有望提高
本报讯（记者 黄凡）中山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正在就《中山市知识产权
专项资金使用办法（征求意见稿）》公
开征求意见。注册商标资助和地理标
志资助拟纳入资助范围。同时，拟对知
识产权质押融资贷款费用资助的标准
进行提高。
征求意见稿对知识产权专项资金
的扶持范围包括四大块。资助部分包
括 10 个分项，分别是：
国内发明专利授
权及年费资助；PCT 专利申请、进入国
家阶段授权资助；知识产权代理机构
和新考取专利代理师资格资助；知识
产权保险资助；知识产权海外维权资
助；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贷款费用资助；
注册商标资助；地理标志资助；建设国
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市级知识产
权快速维权中心资助；镇区促进知识
产权工作资助。
配套补贴部分包括 4 个分项，分别

是：承担经国家、广东省知识产权局认
可的国际性知识产权项目；获国家、广
东省知识产权优势、示范企业和全国
中小学生知识产权教育试点、示范学
校；获国家、广东省专利奖、商标奖；首
次通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国家标准
认证的单位。
项目部分包括 5 个分项，分别是：
专利公共服务平台建设项目；产业规
划类专利导航项目；企业运营类专利
导航项目；企业高价值专利培育项目；
高校知识产权培训课程项目。第四块
是资助市政府以及上级机关要求支持
的知识产权项目。
征求意见稿拟提高知识产权质押
融资贷款费用资助标准。其中，银行贷
款利息资助，按照最高不超过单笔实
际贷款额度的 3%给予一次性利息资
助，对同一单位每年获贷款利息资助
最高不超过 45 万元。贷款保证保险费

用或贷款担保费用资助，按照最高不
超过单笔实际贷款额度的 1.2%给予一
次性费用资助，对同一单位每年获贷
款保证保险费用或贷款担保费用资助
最高不超过 18 万元。
评估费用资助，按
照最高不超过单笔实际贷款额度的
0.5%给予一次性费用资助，同一单位
每年获评估费用资助最高不超过 7.5
万元。
征求意见稿拟对成功注册地理标
志集体商标、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给
予一次性资助 20 万元。拟对获得地理
标志保护产品的单位，给予一次性资
助 20 万元。
此外，拟对企业高价值专利
培育项目扶持，标准是每个单位一次
性支持不超过 30 万元。
征求意见稿还拟对在本市新开办
具有法人资格和具有专利代理资格的
知识产权代理机构，每家一次性资助
1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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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和发展结对共建党组织的关系，
以党建
促乡村振兴。
同时，
以党支部结对共建为
契机，
中山农商银行进一步创新支农支小
产品和服务，
为乡村振兴贡献金融力量。
截至 7 月末，该行已与 75 家村（居）委、机
关事业单位、国企党支部结对共建，
累计
开展结对共建活动共 197 次，
挂牌金融服
务站的村（居）委党支部63个，
有效地扩大
了基层党建辐射力和带动力。

南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揭牌

■为传承咸水歌
不遗余力奔走
在坦洲，认识罗北成的人，都会亲
切地称他为“罗行”，
原因是他退休前是
中国农业银行坦洲支行行长，
这个称呼
一直延续至今。2007 年，
临退休之际，
罗
北成接受坦洲镇政府邀请，
加入坦洲镇
关工委，发挥余热，关心下一代健康成
长，
仅 2018 年，
他就帮扶青少年 109 人。
2012 年，
坦洲镇民歌协会成立，
罗北成
不遗余力地推广咸水歌文化，
将咸水歌
推广入校，
传承到下一代。
如今 70 岁的罗北成，
身兼坦洲镇关
工委常务副会长、坦洲镇民歌协会会
长、老年干部大学校长助理、林东小学
家长委员会顾问等多重身份，
终日为青
少年、老年人和坦洲民歌奔波，谈及付
出，
他谦虚地认为自己所尽只是绵薄之
力，
用忙碌的工作生活来填充退休后的
时光，
不值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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