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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陈珍珍
通讯员 冯木维

本报讯《古朗月行》的作者
是谁？被誉为唐宋八大家之首
的文人是谁？“停车坐爱枫林晚”
诗句里的“坐”是什么意思……
前天下午，2022南国书香节茂名
分会场“小小读书郎”国学经典
知识竞赛活动正在热烈举行，一
群热爱国学经典的小朋友们，以

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为己任，争当
“小小读书郎”，角逐“国学经典
知识小达人”称号。

作为茂名市全民阅读系列
活动，“小小读书郎”国学经典知
识竞赛活动由茂名市文化广电
旅游体育局主办，茂名市图书
馆、茂名市青年诗歌协会承办，
此次知识竞赛以笔试答题的方
式进行。记者在现场看到，考题
分为海选题（一）和（二）以及决

赛题共三套题，每套题为百分
制，比赛时间为25分钟。通过淘
汰赛，第一轮海选决胜出 25 名，
第二轮海选决胜出 10 名，授予

“国学经典知识小达人”称号。
经过第三轮决赛，获得第一名将
为本次知识竞赛的优胜者。

最后，朱伟强和林昊均两位
小朋友以并列第一名获得“国学
经典知识小达人”优胜者称号。

活动评委车世维说，参赛学

生表现出色，对国学知识很熟
悉，对很多古诗词更是倒背如
流，让评委倍感欣喜。他认为，
此类知识竞赛对国学经典知识
的普及，对全民阅读的推广都起
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来自袂花镇新塘小学的杨
卫民是三年级学生，他告诉记
者，他是图书馆的“常客”，爸妈
经常骑摩托车带他来图书馆看
书。他很喜欢这样的知识竞赛，

既好玩又刺激，经过一轮轮竞争
后获得“国学经典知识小达人”
称号，感觉很有成就感。

“阅读是关键。孩子要从小
养成良好的习惯，才能更好把握
国学经典知识，理解国学经典精
髓。”参赛学生曾铭恩的妈妈告诉
记者，她孩子也是一名茂名日报
社全媒体小记者，她支持并鼓励
孩子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让孩
子综合能力得到更全面的发展。

“小小读书郎”国学经典知识竞赛精彩举行

弘扬中华优秀文化 争做“国学小达人”

■记者 曾金妍

本报讯 昨日，市十三届人
大常委会召开第六次会议。市
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
黄玉华，副主任黄宝强、黄奕奕、
陈凡晓、杨雄、吴海强，秘书长梁
田欢及委员共 40 人出席。市人
民政府副市长王小慧、副厅级领
导黄权，市监察委员会、市中级
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以及

市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各区、
县级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部
分人大代表，驻机关纪检监察组
组长列席会议。

会议审议了《〈茂名市城市
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茂
名市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条例〉
两项地方性法规的修正草案》；
听取和审议了市人大常委会执
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广东省防
汛防旱防风条例》实施情况的

报告；审议和通过了茂名市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
受袁古洁辞职请求的决定；审
议和通过了茂名市第十三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
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
代表资格变动情况的报告；审
议和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会议关于提请审议决定黄玉华
代理茂名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主任的议案；听取和审

议了市政府关于 2021 年茂名市
市级决算草案的报告，审查和
批准了市级决算；听取和审议
了市政府关于茂名市 2021 年度
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
的审计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
了市政府关于茂名市 2022 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上半年
执行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
了市政府关于茂名市市级 2022
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

告；听取了市政府关于全面推
进林长制和古树名木保护工作
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市检察院、
市中级法院、市公安局关于落
实市人大常委会对公安司法机
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
工作审议意见情况的报告；听
取了市政府关于公共卫生体系
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

会议还审议通过了人事任
免事项。

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六次会议

茂名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六次会议决定：接受袁古洁辞去茂名市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职务的请求。

本决定报茂名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备案。

茂名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
袁古洁辞职请求的决定
（2022 年 8 月 29 日茂名市第
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六次会议通过）

茂名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六次会议于 2022 年 8 月 29 日通过了代
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
变动情况的报告。鉴于茂南区选出的袁古
洁、陆建明，茂名军分区选出的张顶峰因工作
变动已调离茂名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法》的有关规定，袁古洁、陆建明、张顶峰的
茂名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自行
终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有关
规定，陆建明的茂名市第十三届人大代表的
代表资格终止后，其茂名市第十三届人大常
委会委员职务相应终止。

截至目前，茂名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
会实有代表457名。

特此公告。
茂名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2年8月29日

茂名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5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
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有关规
定，茂名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六次会议决定：黄玉华为茂名市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理主任，直到茂名市第
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新的主任为止。

茂名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黄玉华为茂名市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代理主任的决定
（2022年8月29日茂名市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
会议通过）

免去梁剑容的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职务。

茂名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免职名单
（2022年8月29日茂名市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
会议通过）

■记者 赵艺 通讯员 陈思艳

本报讯“您好，我们是市府办的志愿者，
目前我市正在大力深化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工作，这是一套宣传资料，跟您简单介绍一
下……希望您能继续支持社区文明创建工
作！”“经过这几年大家的不懈努力，社区各
方面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请问您对全
国文明城市创建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吗？”

为进一步提高广大市民对全国文明城
市创建工作的知晓率、支持率和满意度，营
造浓厚的宣传氛围，培育向上向善、文明和
谐的社会风尚，近段时间，市政府办公室组
织干部职工到包联社区电白区水东街道彭
村开展文明创建宣传活动，普及文明创建知
识和文明常识，大力倡导保护环境、垃圾分
类、文明交通、文明餐桌等，让文明意识深入
人心、文明行为蔚然成风。

市府办把干部职工分成不同小组，每天
安排一个工作组深入彭村社区，在居委会工
作人员的带领下走家入户，向居民派发《市
民文明公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明
就餐》《垃圾分类》《文明交通安全出行》等公
益宣传单张，逐户逐人宣传填写《茂名市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调查问卷》。同时，对于闲
暇在家的居民通过拉家常形式，突出宣传文
明创建工作的举措和成效，举例讲解文明创
建的重要意义，引导他们反映文明创建的疑
惑和意见并耐心解答，最大化最全面让居民
对文明创建工作有更深入的了解与认同，有
效推进创建工作深入开展。

在入户宣传的过程中，市府办结合实际
优化提升宣传方式方法，如走访到确实不在
家的居民，志愿者在门边留下宣传资料，方
便居民回家后可以了解文明创建知识；对有
居民白天不在家的情况，部分组晚上进行二
次走访，全力做到宣传全覆盖，确保不漏一
户、不漏一人。

市府办加大频次深入包联社区
强化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宣传工作

领导嘉宾推杆启动展销会。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吴昊 摄

■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梁奈

本报讯 市总工会《茂名市
总工会关于加大工会经费投入
助力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
的具体措施》（以下简称 《措
施》） 出台了！昨日，记者获
悉，市总工会投入 500 多万元
本级经费并推出 27 条强而有力
的工作措施，助力我市疫情防
控与经济社会发展。

记者了解到，《措施》 明
确，要加快推进城市困难职工
帮扶、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
革、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建会入
会服务等重点工作。用好中
央、省各类专项帮扶资金和省
总支持我市 50 万元暖心纾困
专项资金。引导工会经费用于

全民健身、职工服务阵地建设
等工会活动。新增 40 万元稳
企纾困送温暖专项经费。安排
80 万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建会
入会专项经费。设立 5 万元应
急补助专项资金对因疫情、灾
害、遭遇意外事故、工伤或职
业病等突发原因出现较大损
失，导致生活暂时困难的职工
会员给予一定额度的应急救
助。新增 20 万元爱心托育专
项资金，建设省爱心托育普惠
服务试点。投入 6 万元建设 6
个基层工会爱心托管班试点。
设立 80 万元疫情防控专项资
金 （含 爱 心 企 业 捐 赠 30 万
元），对防疫医护人员和一线
职工开展慰问。减免小微企业
等租用工会物业房屋租金。投

入 100 万元用于职工互助保障
项目，缓解患病困难职经济困
难。设立 20 万元职工心理健
康服务专项资金。建立职工心
理健康服务专业人才队伍。设
立 20 万元临时经济救助专项
资金，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特
困行业职工和发生临时性、突
发性生活困难职工开展帮扶慰
问。简化小微企业工会经费返
还程序。加大消费扶贫工作力
度，助力乡村振兴。投入 65
万元组织技术工人和先进职
工、劳模疗休养。鼓励各级工
会在开展劳模、技术工人和先
进职工疗休养等工会活动时委
托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困难行
业、企业承接；鼓励县级工会
按照技术工人和先进职工疗休

养有关规定，在我省首批技术
工人疗休养基地开展活动。

《措施》 要求，各区、县
级市总工会普遍设立疫情防控
专项资金，用于对医务人员和
疫情防控一线职工的慰问活
动。设立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关
爱资金，用于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建会入会与保障服务相关支
出。加大工会送温暖帮扶力
度，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特困
行业职工和发生临时性、突发
性生活困难职工及时开展慰
问。加大消费帮扶工作力度，
鼓励设有机关食堂各区、县级
市总工会优先采购脱贫地区产
品并预留脱贫地区农副产品食
材采购份额。用好工会经费促
进消费，至 2025 年底前增加不

超过 600 元/人/年的标准额度
用于消费帮扶。支持受疫情影
响严重的行业和小微企业。落
实省市有关规定，对承租工会
所属房产的困难小微企业、个
体工商户减免一定期限的租
金。鼓励利用工人文化宫 （职
工活动中心） 等职工服务阵
地，为小微企业、困难职工、
转岗再就业职工创业提供阶段
性优惠办公场所。加大职工互
助保障项目经费投入，对受疫
情影响的困难职工给予一定额
度的医疗互助金补助，加大职
工医疗互助宣传力度，扩大互
助保障计划覆盖面。继续落实
小微企业工会经费支持政策，
简化手续退还小微企业工会经
费。

市总工会推出27条硬措施助力茂名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

新增稳企纾困送温暖专项经费

■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和沛蓉

本报讯 中秋月将圆，月饼早
飘香。昨日上午，随着到场领导
嘉宾共同为启动仪式推杆，中国
月饼名城·茂名——2022化州月
饼展销会正式展开。本次展销
会由化州市食品行业协会、化州
市月饼协会、化州市电商协会、
茂名日报社共同主办，茂名日报
社传媒中心、茂名日报社经济新
闻中心承办，活动持续至 9 月 4
日。展销会的举办，在力求提高
群众消费热情的同时，给商家提
供展示月饼品牌、促进销售搭建
好平台，也给市民提供一个感受
月饼文化、一站式采购中秋礼品
的好去处。

当天上午九时许，记者在展
销会看到，海龙阁、丽登、顶上佳
等多家化州月饼企业在化州市
康景体育馆南广场悉数亮相，传
统拖罗饼、莲蓉月饼、金腿五仁
月饼等各式月饼摆满展台，为消
费者提供了更加多样化的选
择。各个展位上以图文、模具塑
像等形式展示月饼产品、制作工
艺等内容，既体现了浓郁的品牌
特点和产品特色，也营造出了浓
厚的节庆氛围。现场，市民在展
位前选购心仪月饼，各参展商耐
心介绍。

在茂名众多的饼业中，都有
其独特的月饼制作工艺。“我们
是采用自己生产的优质花生油、
自养的土猪，肉质自带荤香，切
成薄片腌制风干后，再制成肉
松，这个口感不柴不腻，顺滑软
糯。”在海龙阁饼业展位，化州市
食品行业协会代表、广东海龙阁
饼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戴仁禧介
绍着月饼制作的特别之处。据
了解，为了从源头抓好产品质

量，海龙阁饼业打造以50多亩的
土猪、土鸡养殖及1000多亩的油
茶树等农作物种植为一体的农
业生态种养，为食品制作输送上
乘优质的原材料，并采用传统技
艺与现代化生产相结合的食品
制作方式，增添传统月饼风味，
深受市民的喜爱。

在丽登饼业展位，通过实
物、人物塑像场景展示月饼的传
统工艺，展示出月饼称料、打粉、
搓皮、包饼、烘饼、成形等古时月
饼的制作流程，更直观易懂的方
式让市民感受月饼制作技艺的
独特魅力。“妈妈，月饼如何制作
的？纸包月饼又是怎样的阿？”
劳女士带着孩子们在参观制作
工艺塑像的展示后，孩子们对传
统月饼的文化颇感兴趣，不断提
问。“化州月饼是我们当地的特
色文化，此次展销会在现场展示
非遗技艺的制作流程，给了孩子
们一个了解家乡文化、传统月饼
技艺的机会。”在劳女士看来，以
生动形象的方式展现地方特色
文化，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这是新品味的金腿五仁，
味道特别鲜、开胃。”在顶上佳饼
业展位，工作人员向市民介绍，
该公司不断推陈出新，在这百花
争艳、遍地开花的月饼制造业里
以独特的经营理念，推出了藤
椒、麻辣口味金腿五仁，以适应
更多年轻人的口味。“今天尝到
了这个藤椒口味的月饼，感觉打
开了新世界。”一位正在品尝月
饼的市民李先生说，对于新口味
月饼，他觉得很特别。在口味上
的创新的基础上，今年该公司推
出“爱马仕”橙色手提礼盒。“礼
盒内‘立体式’风格包装也颇具
创新心思，现在的月饼包装真是
不一般。”李先生不禁感叹。

在橘洲饼业展位，进口处最
显眼的是传统风格的月饼包装，
突出拖罗饼的历史文化元素，传
统月饼文化味愈加浓厚。据了
解，化州拖罗饼源于唐代贞观年
间，相传当时石龙城（化州城）有
一男子名叫罗兴，20多岁就以做
饼为业，每天担着自制的酥饼敲
着铜锣到城区沿街叫卖，叫卖声
和铜锣声拖得特别长，久而久之，
大家就将他这种饼叫“拖罗（锣）
饼”。橘洲饼业有关负责人表示，
橘洲月饼坚持以传承与创新并
重，合理运用传统故事情节元素
设计包装，传承文化特色，让更多
人了解当地月饼文化，“接地气”
的包装亦受到市民的青睐。

在金满楼月饼展位，小礼盒
的月饼尤其引人注目。化州市珍
大九食品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介
绍，化州拖罗饼对于市民来说就
像小吃一样，该公司结合当地市
民需求特点，推出小礼盒月饼，带
回家食用或者送礼都很合适，比
较受市民欢迎。除了在礼盒上的
用心设计，该公司一直秉承“做良
心食品”的企业宗旨，坚持用真材
实料、新鲜食材，认真做好每一个
月饼，全力保障产品的质量，力求
打造属于自己的品牌产品。

此外，展销会上还展出尊哥
月饼、金池月饼、云月饼。据介
绍，尊哥月饼由化州市港达酒
店管理有限公司与广东海龙阁

饼业有限公司联合研制出品，
其在饼皮、馅料等选择上多花
心思，兼顾美味与健康。金池
月饼一直以独特风味，良好的
口感，赢得众多消费者很多好
评。其中，金腿拖罗大饼通过
独创的制作工艺，在下面一层
是金腿五仁，中间夹着拖罗，上
面一层又是金腿五仁，层层相
扣，达到一个饼两种口味的效
果，营造出一种香浓的特殊风
味。 广东逸云医药有限公司出
品的云月饼把健康理念融入产
品之中，根据市场需求调整口
味，在传统的制作工艺上，以减
糖减油、不甜不腻方面上做出
了相对应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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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月饼展特色 花样创新促消费 扫一扫
更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