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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翁源县不断完善基础设施，
积极开展文化惠民活动，着力繁荣文化精
品创作，持续加强文化人才队伍建设……
朝气蓬勃的文化发展让更多的群众得到
了文化滋养，营造出直抵内心的幸福感，
绘就了色彩斑斓的文化翁源画卷。

惠民乐民 多彩文化点亮群众生活

每当夜幕降临，在翁城镇黄塘村文
化广场，伴着悠扬的音乐声，四五十名舞
者翩翩起舞，吸引了许多村民前来观看
……自从村里建设了文化广场，村民在
劳作之余有了更好的休闲场所，文化生
活日渐丰富多彩。谈到这两年村里的变
化，村民华足红说:“以前想跳广场舞，但
是没有地方让我们跳。现在，我们在新
建的广场跳舞，光是广场舞队伍就有五
个，人数足足增长了一倍，不少外村人也
加入到队伍中。”

该县文广旅体局局长邬国锋表示，公
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是关键，乡村、社区
也加大了公共文化服务场所的建设改造
步伐。如今，全县 156个行政村综合性文
化服务中心实现全覆盖，许多农村新建了
文化活动广场，新建或改建了戏台。去
年，改造扩建 2 家镇文化站，提升农村图
书电子阅览室 100余家，新建 10余个戏台
子，为 15处农村“广场戏台子”配套灯光、
音响等设备。坝仔镇芙蓉村被表彰为市
级“最美图书阅览室”，龙仙镇沙坪村被表
彰为市级“最美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文化既是凝聚人心的精神纽带，更是
关系民生的幸福指标。近年来，该县大力
开展文艺培训工作，提高基层群众文化参
与度。去年，举办了 4期公益艺术普及培
训，开设合唱、非洲鼓、电钢琴、声乐等公
益培训课堂，受益人员达 1000 余人次。
同时，安排专业人员深入镇、村、企业等培
训文艺骨干，将文艺辅导形成常态化，每
年免费培训群众舞蹈学员 600多人次、书
画学员 300多人次、文艺骨干 200多人次，
积极推动群众性文化艺术的平衡发展，使

人人都学习、群众齐参与成为现实。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重大决策部署，把乡村文化建设摆在
了突出位置。翁源县也积极助推乡村文
化振兴战略深入实施。目前，该县所有镇
（场）都建有一支以上业余文艺表演队伍，
70%以上的村居建立了文艺分队。去年，
该县文化馆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系
列送戏下乡、“百姓大舞台”村村行演出和

“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艺术展演等各类
文化活动 300 余场，农村公益电影放映
1200 余场（次），以鲜活多样的文化形式
传播健康文明的生活风尚。

“文化繁荣发展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一
环，从文化设施建设到文化活动开展，群
众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文化发展红利。”
邬国锋介绍，增强乡村老百姓的幸福感，
是近年来翁源推动基层文化建设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下一步，该县将加快当地农
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在设施配套、
活动开展等方面予以倾斜，建设一批主题
鲜明的特色文化村，把广大农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转化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动力。

匠心打造 艺术创作生产成果丰硕

近几年来，随着翁源文化事业的蓬勃
发展，翁源作协、书堂诗社、音乐协会等文
化艺术社团先后成立，网罗了一大批本土
优秀的文艺爱好者，翁源大地文艺创作犹
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自 2016 年以来，在省市群众文艺作
品评选中，该县群众文艺作品获省市奖项
数连续三年居全市第一，共有 54 件作品
获奖。其中，黄影祥就有 18件作品获奖，
个人奖项数同样居全市第一。另外，还有
黄泽民创作的小戏《扶贫路上》获省一等
奖，林红娟创作的小品《考验》获省三等
奖，李秋林创作的歌曲《庄外庄》获省三等
奖，陈耀全、马永祥、笛鸣创作的歌曲《介
只阿妹十分靓》获省三等奖。今年 1月，中
央电视台《中国影像方志》栏目组对黄影
祥的戏剧新作《邵谒传奇》进行了全剧录
制……一部部由翁源作者创作的讴歌精
准扶贫工作、美丽乡村建设以及反映民生
疾苦的优秀文艺作品搬上舞台，掀起了文
艺创作热潮。

对于翁源作者文艺创作热情高涨的
缘由，该县文联主席林晃奎说，“翁源独特
的地域文化资源是丰富的创作源泉，是取
之不尽的素材，而让翁源作者潜心创作有
东西写，也有底气写好，还要得益于翁源
县委、政府对文化工作的高度重视和书堂
遗风的影响”，而这也是推动翁源作者不
懈创作的骨子里的人文精神。

值得一提的是，翁源县依托翁山诗
书画院、涂志伟美术馆、文安摄影艺术馆
三张文化名片，大力实施“文化兴县”战
略，打造了以诗书画文化为代表的“风雅
翁山”和以群众文化为主体的“潮涌滃

江”文化品牌，推出系列惠民文化实事，
带给群众丰富的文化体验，让群众成为
受惠者、享受者。群众文化百花齐放，形
成一个又一个磁力场，吸引越来越多的
群众加入其中，群众又成为文化的参与
者、创造者，文化建设呈现出繁荣活跃的
新局面。“一个县有着三家非营利公益性
的民办文化艺术机构在全国尚属罕见，
目前已成为满足群众精神文化追求的新
阵地和展示城市文化品位的新地标。”林
晃奎笑着对笔者说道。

文化发展，与经济同行；文化惠民，给
幸福加码。如今，行走在翁源城乡大地
上，处处能感受到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带
给人们的精神愉悦，过上好日子的百姓正
在享受文化、参与文化、创造文化，携手共
建“文化翁源”。

何晓红

本报讯 日前，浈江区组织城管和执
法局、十里亭镇、新韶镇等部门对位于十
里亭镇粤北物流征地红线范围内和新韶
镇莲花村内多处违法搭建的砖墙铁棚进
行 强 制 拆 除 ，共 拆 除 违 法 建 筑 面 积
43455.6平方米。

据了解，经市相关职能部门认定，位
于十里亭镇粤北物流征地红线范围内和
新韶镇莲花村内多处搭建的砖墙铁棚为
违法建筑。为依法打击“两违”建筑，震
慑违建行为，浈江区决定对两地多处违法
建筑进行强制拆除。

在确保大型钩机安全进场开展拆除
作业和周边群众的安全后，拆违行动正
式开始。此次拆违行动过程顺利，当事
人积极配合，没有出现妨碍执法行为，
分别依法拆除十里亭镇粤北物流征地
红线范围内和新韶镇莲花村内违法建

筑面积 6855 平方米和 36600.6 平方米。
下一步，浈江区将继续加大巡查力度，
切实抓好“两违”的各项工作。一经发
现“两违”行为，立即启动拆除违法建筑
预案，做好相关的劝拆、强拆工作，确保
违法建设“零增长”。

郑烁 神子良

本报讯 近日，乳源瑶族自治县人
民法院运用简易程序在韶关学院模拟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一宗涉嫌危险驾驶
罪案件,当庭依法判处被告人赵某犯危
险驾驶罪，判处拘役三个月，缓刑四个
月，并处罚金 2000 元。韶关学院近 200
名学生到庭旁听。

公诉机关指控，2018年 7月 30日 14
时许，被告人赵某在未取得驾驶资格的
情况下，酒后驾驶无号牌两轮摩托车，从
乳源必背镇马坳村往桂头镇方向行驶。
行驶过程中，因越过道路中心实线与对
向由王某驾驶的小型普通客车发生碰
撞，造成赵某受伤及上述车辆损坏的交
通事故。经鉴定，从被告人赵某血样中
检测出乙醇浓度为 191.8082mg/100ml，属
醉酒驾驶，应当以危险驾驶罪追究其刑
事责任。被告人赵某亦当庭认罪。

庭审现场气氛庄严，在法官的主持
下，法庭调查、法庭辩论、被告人作最后
陈述、当庭宣判等庭审环节严谨规范、
有序进行。现场学生们聚精会神地旁
听、思考、学习。

根据被告人赵某的犯罪事实、性
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乳源法院依法

作出上述判决。
庭审结束后，乳源法院院长陆国东

以“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在审
判实践中的理解与适用”为主题给在座
学生上了一堂法治课，规劝同学们遵纪
守法，恪守底线。

乳源法院作为韶关学院法学院的教
学实践基地，选择在该校模拟法庭开庭
审理刑事案件，并结合审判实践围绕相
关主题进行授课，既起到法治宣传教育
作用，又以最直观、最真实的方式向学
生们展现了案件庭审全过程，为学生们
上了一堂生动、规范的审判实务课程，
强化了学生对审判实践的认知和对法
律专业知识的理解，切实提高了学生们
的法律专业技能。

“这样生动、直观的庭审课堂让我
印象深刻，和以往带有虚拟性、演绎成
分较多的模拟开庭相比，此次真实的庭
审更具有说服力、震慑力，让我们见识
到了主审法官良好的庭审驾驭能力和
娴熟正确适用法律的能力，公诉机关与
被告辩护人以法律专业知识进行针锋
相对的辩论也值得称赞。”一名学生旁
听庭审后说。 张娴

本报讯 “扣杀！”“注意弧旋！”“好
球！漂亮！”……前日，2019 年“韶关杯”
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乒乓球邀请赛在
我市圆满落幕。全省 11支代表队 70余名
乒乓健儿参加了比赛。

本次比赛采用最新《乒乓球竞赛规
则》，设有男子单打、女子单打两个小项，
来自珠海、佛山、江门等全省 11个中国人
民银行地市支行（以下简称“中支”）代表
队，共 70 余人参加了比赛。比赛现场紧

张激烈，直拍、横拍、扣杀、提拉、旋转球、
弧圈球精彩动作频出（如上图）。经过两
天紧张激烈的角逐，最终，茂名中支、珠
海中支和佛山中支分获冠亚季军。

据介绍，该行通过乒乓球这种广受群
众欢迎的运动，引导职工积极投身体育
锻炼，提高广大员工的健康意识和身体
素质，同时带动市民积极参加体育锻炼
的热情，支持我市精神文明建设。
韶关日报记者 梁伟 张伟杰 摄影报道

文化惠民 为群众幸福“加码”

绘就色彩斑斓的文化翁源画卷

（上接A1版）
文章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

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
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
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
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
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
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
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 20
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
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
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
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
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
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
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
历史时期。

文章指出，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
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
展，不可能一成不变，社会主义从来
都是在开拓中前进的。坚持马克思
主义，坚持社会主义，一定要有发展
的观点。全党同志首先是各级领导
干部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
点，清醒认识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和
不变，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不断推进
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

文章强调，我们党始终坚持共产
主义远大理想，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
领导干部要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
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衡量一名共
产党员、一名领导干部是否具有共产
主义远大理想，是有客观标准的，那
就要看他能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根本宗旨，能否吃苦在前、享
受在后，能否勤奋工作、廉洁奉公，能
否为理想而奋不顾身去拼搏、去奋
斗、去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乃至生
命。一切迷惘迟疑的观点，一切及时
行乐的思想，一切贪图私利的行为，
一切无所作为的作风，都是与此格格
不入的。

模拟法庭审真案
高校教学重实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