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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韵凤城”系列活动之凤城讲古第十二回开讲

探寻莘村旧事 共话乡村振兴
珠江商报讯 记者王艳美 张
泰银报道：大良莘村以前为何吸
引了一些大家族聚居？为何顺德
传统民宅墙上开的窗是又窄又长
的猫眼窗？当年的青云文社在社
会上扮演怎样的角色？在乡村振
兴大潮中大良莘村发生了怎样的
变化？年轻一代在乡村振兴的过
程中可以怎样贡献力量？带着一
系列的问题，昨晚，“凤城讲古
第十二回——寻莘村旧事 觅乡
村振兴”活动在南华社区党群服
务中心开讲，带大家走进大良莘
村，探寻深巷里的故事，探索振
兴乡村新模式。

雨水。”张凤娟在解读民宅硬山
顶结构时说：“在台风来临时，
直线倾斜的屋顶，又比屋面平
缓、屋角上翘的悬山顶、攒尖顶
屋面，更能抵御风力。这是岭南
先民细细量度后的选择，是建筑
融入岭南自然、人文环境的一种
体现。
”
说到镬耳山墙，她说：“镬
耳山墙具有防火、防日晒、通风
性能良好等功能。火灾时，高耸
的山墙可阻止火势蔓延和侵入，
因此山墙又叫封火山墙。烈日当
空时，可遮挡太阳直射，减少屋
内日晒所带来的闷热；微风吹动
时，山墙可挡风入巷道，进而通
过门、窗流入屋内。
”
昨日，凤城讲古第十二回：寻莘村旧事，觅乡村振兴在南华社
张凤娟深入浅出地解读了大
区党群服务中心举行，张凤娟正在讲述莘村古建风格。
型天井院落式民居、三间两廊、
/珠江商报记者林安迪摄
竹筒屋、民国洋楼、屋顶、屋
脊、山墙、砖墙、大门等。
社旧址也在大良莘村。文化学者 顺德文教和社会慈善事业贡献卓
李健明从青云文社的起源说起， 越，与东莞明伦堂同为广东两大
老房子背后的人和事
明末清初由地方士绅联合捐 与大家分享了青云文社的发展历 慈善机构。
大良莘村曾经也居住了不少
资创办的公益性文教组织青云文 史。他说青云文社在二百年间为

传统民居别具特色
大良莘村保留下来的老民
宅，有的是镬耳山墙，有的房子
是硬山顶，多数院落不大……佛
山市顺德区清晖园博物馆副馆长
张凤娟女士从民居形式的种类和
民居形式的结构解读大良莘村的
传统民居。
“屋顶两面下斜，易于倾泻

大户人家，一些赫赫有名的人物
也居住于此。顺德区政协委员叶
中平讲述了大良莘村里面的龙、
苏、吴、良四个家族，同时讲述
了吴瑞俦和梁銶琚两位银行家的
故事，以及银行家与顺德经济的
关系。

旧街发展与乡村振兴并存
南华社区党委书记李慰健与
金榜社区党委书记龙耀德先生则
讲述了莘村、金榜一带未来的发
展规划。据介绍，大良莘村、金
榜老街 1.2 公里旧街正在活化提
升，未来发展将分为驿道遗风、
岁月芳踪、水乡余韵、市井百
态、崇文尚善等主题进行打造。
顺德区现代社区治理研究中
心负责人何煚认为，顺德乡村振
兴，文化建设是关键。他认为年
轻一代在引领乡村振兴的过程
中，既要传承传统，又要有创新
精神，助力乡村振兴。凤城讲古
就是用村居群众熟悉的语言、身
边的事物来讲，让文化、村居和

群众的联系更加紧密。
李慰健表示，南华社区作为
老城区，有趣有意思的街巷和故
事非常多，非常值得挖掘和传
承，街坊也非常支持，“所以社
区也积极满足街坊的需求，争取
多组织多挖掘社区的故事，传承
我们的传统文化。”
大良宣传文体旅游办公室文
化旅游股负责人欧鹭表示，作为
中心城区，大良可以说是顺德的
文化原点，有很多的历史文化值
得去挖掘和弘扬。但是年轻人可
能未必关注到这些文化。所以近
几年大良希望通过凤城讲古的形
式，去挖掘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今天要讲的莘村，看起来只是
一条普通的街巷，但是深入去了
解之后，你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
有文化历史底蕴的地方。通过对
这些传统文化的挖掘和梳理，能
够吸取很多的文化营养，为大良
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

稔海村请你捐献旧照片旧物品

捐赠者将受邀参加稔海村史馆开放仪式，
获赠顺德历史文化书籍
珠江商报讯 记者莫胜娜 王
茂浪报道：掀开微微泛黄的老照
片，目睹那丢弃在角落里、藏在
抽屉里的老物件，总能够勾起许
多旧时回忆。即日起，勒流街道
稔海村向社会组织、个人征集反
映稔海历史故事、历史人物的老
照片、旧物品，寻找稔海记忆，
建设稔海村史馆。
近年来，稔海村不断加大村
容村貌的提升，道路整洁、卫
生、美观，道路全部硬底化。同
时，稔海村党委以党建引领基层

治理创新为抓手，深挖传统文化
内关于为人、生活、家风等时代
精神内涵，让优秀的文化和精神
真正融入村民生活，缓解当前主
要矛盾、凝聚人心，营造一个邻
里守望相助、村民知书达理、党
群关系融洽的美丽乡村。
作为“中国鳗鱼之乡”，顺德
鳗鱼占全国产量 80%，出口占全
国三分之一，稔海村鳗鱼产量就
占了顺德的一半。稔海与鳗鱼之
间，有着众多动人的故事，然而稔
海的故事却不仅仅只有鳗鱼。几

百年的历史延续，稔海在顺德众
多乡村中有着自己的独特一面。
近期，稔海村开始筹建村史
馆，希望通过公开征集旧照片、
旧物件，展现“中国鳗鱼之村”
的发展历程，同时展示稔海村村
容村貌建设、历史文化、古旧建
筑风光等。旧照片、旧物件的内
容包含以下几类：关于反映稔海
重要历史变迁、重大活动的老物
件、老照片、手稿、图文影音等
实物资料；关于稔海历史名人的
遗物、用品、著作、题词、图文

“从木船到机械船
你陪伴了我的成长”

等的照片；关于稔海百姓衣着、
饮食、居住、出行、教育、劳动
和休闲生活等变迁的民俗用品；
其它与稔海有关的史料、传说等
的实物或图文资料。
文化如水，润物无声。记者
了解到，稔海村史馆是由村电站
旧址改造活化改建而成，分上下
两层。村史馆主要设有展示厅，
分为史地沿革、经济史话、宗族
构成、文物建筑、稔海名人、村
庄建设等主题展示区域。通过图
文以及实物的方式生动形象地向

外人介绍稔海的历史文化，同时
为保留和传承农村历史文化提供
了一个重要的平台，对稔海传统
文化的传承具有深远意义。
本次征集活动截至 2020 年
12 月 20 日，征集的旧照片、旧
物品主要摆放在稔海村村史馆
里，充实村史馆的文化内涵。捐
赠者将受邀参加稔海村史馆开放
仪式，获赠顺德历史文化书籍。
捐赠途径：
1、各组织、市民如有稔海
村相关资料、老物件，可联系王

“七人普”的这些功课要做好

勒流冲鹤渡口承载村民回忆，现仍是村民过河耕作的快捷通道

文/珠江商报记者叶芝婷 陈培仪

嗡嗡的马达声、河上潺潺
的水声打破勒流冲鹤渡口的安
静。昨日上午 8 时，由远而近的
渡船靠岸，村民下船、上船，
开始一天忙碌的生活。
冲鹤渡口渡船连接冲鹤与
七埠，航程约 300 米。七埠是
部分冲鹤村村民围垦耕作的地
方，渡船成为了村民过河养
鱼、耕作的主要出行方式。渡
口一旁的公示栏上清晰地列
明：村民过渡耕作免收过渡费。
今年 56 岁的村民霍权勋在
距离渡口不远处居住。因在对
岸七埠养鱼，霍权勋每日需乘
坐渡轮往返多趟。自小在渡口
玩耍长大，对于霍权勋而言，
“冲鹤渡口有着许多回忆”
。
究竟渡口存在的时间有多
长，霍权勋说不上来。他记得
父亲小时候已在渡口嬉戏，按
照父亲的年龄来计算，渡口存
在的时间至少有 90 年。两棵枝
叶繁茂的细叶榕在渡口登船处
的两旁生长，树下石碑刻着
“树龄 120 年”。霍权勋说：“这
两棵细叶榕一直都在，大致与
渡口的时间相当。”
从孩童到中年，霍权勋亲
历了渡口的变化，也见证渡船
由最初的木船变成现在的机械
船。顺德地区出门三步水，过
去艇船是人们出行的交通工
具。在冲鹤渡口，村民以前可
乘船前往广州、肇庆、梧州等
地。1994 年，霍权勋曾搭乘开

勒流街道冲鹤村渡口处，渡轮正来回行驶于河两岸。
/珠江商报记者林安迪摄
往梧州的轮船去探望岳母，上
午 9 点开船，隔天才抵达目的
地。“一坐就要 18 个小时，比
搭车方便些，不用兜兜转转换
乘。
”霍权勋说。
除了远行，冲鹤渡口更多
的是承担村民过河耕作的使
命。今年 60 多岁的冯伯清晰地
记得，以前搭渡过对岸耕种的
人特别多，有近 200 人排队搭
渡，场面壮观，有时会出现
“争船”的现象。一到收工的时
候，有人拿着工具，有人提着
货物，很有生活气息。冲鹤渡
口还曾吸引电影剧组前来取
景，比如不少村民还记得 1984
年的电影 《南拳王》 烧船镜头
在这里取景；电影 《花魁杜十
娘》 取 景 于 渡 口 两 边 的 细 叶
榕，都有差不多 20 年了。
“可以说，冲鹤渡口陪伴了
一代又一代的村民成长。”霍权
勋说，自从桥梁修建起来后，
现在搭渡过河耕作的人少了许
多，虽然时间在变，但渡口一
直都在，是村民过河耕种、上

先生上门收集，电话号码：
18924887675。
2、 旧 照 片 可 发 往 以 下 邮
箱 ： 972791443@qq.com， 邮 件
标题注明：稔海老图片。
3、各组织、市民如有稔海
村相关资料、老物件，请在工作
日、工作时间送至稔海村委会，
联系人周先生，联系电话：
29201086。
4、 2020 年 10 月 24-25 日 ，
工作人员将在稔海村菜市场、各
祠堂门口等地进行现场收集。

下班回家的通行“关口”
。
驾驶冲鹤渡口渡船的师傅
是邓业壮，他曾是稔海渡口的
师傅。去年年底，勒流稔海渡
口正式撤渡后，邓业壮和哥哥
邓业喜便到容桂大汕岛继续驾
驶渡船。不久后，哥哥调去了
扶闾渡口，邓业壮则来到了冲
鹤渡口。谈及在冲鹤渡口工作
的情况，邓业壮提到，每天开
航时间从 5 点半到晚上 11 点，
村民免费乘坐，开船时间没有
规定，只要有村民需要过对
岸，就要摆渡。因此，尽管往
返的村民并不多，但邓业壮每
天要往返 200 多次。
渡船再次靠岸，霍权勋又
一次上船。回答若撤渡的问题
时，霍权勋若有所思。“撤渡的
话，村民过河耕种就需要经新
涌大桥或安利大桥过去，距离
10 公 里 ， 开 摩 托 车 大 概 30 分
钟 ， 比 搭 渡 多 了 25 分 钟 的 路
程。”霍权勋说，出行会麻烦许
多，但希望这个渡口能够一直
存在下去。

问：什么是七人普？
答：“七人普”是第七次全
国人口普查的简称。人口状况
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国情。国
务院决定于 2020 年开展第七次
全国人口普查，为党中央、国
务院制定人口有关政策提供决
策依据。根据人口普查的基本
情况，可以科学地研究制定社
会、经济、科教等各项发展政
策，是国家科学决策的重要基

础工作。人口普查指在国家统
一规定的时间内，按照统一的
方法、统一的项目、统一的调
查表和统一的标准时点，对全
国人口普遍地、逐户逐人地进
行的一次性调查登记。
从 1949 年至今，我国分别
在 1953 年 、 1964 年 、 1982
年、1990 年、2000 年和 2010
年进行过六次全国性人口普查。

问：人口普查和我们有什
么关系吗？
答：积极参与人口普查是
每个公民的义务，您所申报的
内容，将直接影响未来收入、
消费、教育、就业、养老、医
疗、社会保障等政策的制定和

完善，也影响到您所在地区的
教育和医疗机构布局、儿童和
老年人服务设施建设、工商业
服务网点分布、城镇住房供
给、城乡道路建设等，与您的
生活息息相关。

问：什么时候开始入户普
查？
答：普查标准时点是 2020

年 11 月 1 日零时。入户工作时
间是 2020 年 10 月 11 日至 12 月
10 日。

问：此次人口普查的内容
是什么？
答：此次普查主要调查人
口和住户的基本情况，内容包
括：姓名、公民身份号码、性

别、年龄、民族、受教育程
度、行业、职业、迁移流动、
婚姻生育、死亡、住房情况等
基本情况。

问：如何辨别人口普查员？
答：佛山市第七次全国人
口普查普查员身穿定制橙色马
甲，马甲正面印有人口普查的
LOGO，背面印着“人口普查、惠
及万家”字样，字体用了反光材

料，夜里也看得清。胸前挂着普
查员证，手持电子设备，普查员
通常两人同行，上门入户登
记。市民可以扫描工作证上的
二维码，查验普查员个人信息。

问：此次人口普查的方式
是什么？
答：由政府人口普查机构
派普查员到住户家中进行登
记，或由住户通过微信小程序

自主填报。普查员、普查指导
员入户登记时应出示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人口普查机构统一颁
发的工作证件。

问：我是普查对象吗？
答：本次普查主要是普查
在 2020 年 11 月 1 日零时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自然人以及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但未定
居的中国公民，不包括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境内短期停留的境
外人员。
问：普查对象需要配合哪
些具体工作？提前准备何种基
础信息资料？
答：普查对象应严格按照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统 计 法》 和
《全国人口普查条例》 的规定，
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
供人口普查所需的资料，如实
回答相关问题，不提供虚假信
息，不隐瞒、伪造有关情况。
市民可提前准备好户口本、身
份证等有效证件，方便普查员
进行登记，提高调查效率。
问：人口普查资料是否保
密？能否作为行政行为和政绩
考核的依据？
答：人口普查中获得的能
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普查对象
身份的资料，必须严格保密，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提
供、泄露。为维护普查对象的
权益，确保普查资料真实可
靠，人口普查资料严格限定于
人口普查的目的，不得作为对
人口普查对象作出具体行政行
为的依据，也不得作为对地方
人民政府行政政绩考核和责任
追究的依据。
（文字来源：佛山市顺德区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