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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侨网消息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
年、中法建交55周年，法国奥弗涅-罗讷-阿尔
卑斯大区华文教育联盟（简称“华教联盟”）于
当地时间6月22日在法国里昂市政大厅举行

“魅力华文”文艺汇演。
华教联盟内 7 家华人社团的华文学校师

生们，在中法两国艺术家的歌声中开始了活
动，师生们用精彩的古诗朗诵、唱中国歌曲、跳
中国舞蹈等方式展现了中华文化的魅力。中
国驻里昂总领事陆青江、里昂主管教育副市长
Guy Corazzol先生、里昂新中法大学协会副主

席阿兰·拉巴特等嘉宾出席了活动。
据了解，华教联盟成立于 2018 年 1 月，现有 8
家社团及机构，都是隶属于中国驻里昂总领馆
领区内的协会和机构，旨在实现华文教育资源
共享、华社华校共同开展活动、探讨华裔学生
有效教学方法，从而创新华教模式。

（李洋）

“魅力华文”文艺汇演在法国里昂举行
据福建侨报 近日，“2019年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

印尼本土汉语教师培训班”在福建师范大学开班。印尼
文教部语言教师与师资培训及发展中心主任Luizah博
士，以及18位印尼本土中小学汉语教师到校学习。

据悉，福建师范大学与印尼文教部语言教师与教育
行政人员建设及发展中心于2018年签订了《关于培训印
尼汉语骨干教师的执行协议》，协议中约定印尼文教部
从2019年开始，每年派20名本土汉语教师到福建师范
大学培训。此次培训班为期21天，印尼中小学教师们将
进行汉语课程以及中华文化的学习，观摩教学课堂，并
外出开展教学实践和语言实践。 （海院）

18位印尼汉语教师到福建培训

学习主题：重温红色记忆 牢
记初心使命

学习地点：金沙镇 白中镇
方案A（时间：半天）
路线安排：上演革命老区史迹

陈列馆→张圣君祖殿（省非遗文物
保护单位、闽台文化交流基地）→金
沙镇前坑村党建陈列室→金沙镇广
峰村（党建示范点、首届农民丰收季
举办地）

方案B（时间：半天）
路线安排：白中镇革命斗争史

迹陈列室→十五都反击战纪念台
（仙峰山公园）→攸太村红色领航主
题公园→源凤家庭农场（非公党建）

方案C（时间：半天）
路线安排：白中镇革命斗争史

迹陈列室→十五都反击战纪念台
（仙峰山公园）→霞溪村清风廉政基
地

学习环节：举行一场瞻仰仪式、
重温一次入党誓词、参观一处人文
圣地、聆听一首乡村赞歌、体验一段
战地生活、开展一场互动。

教学点简介：
上演村革命历史陈列馆：位于

金沙镇上演村，建于2017年6月，占
地580平方米，设有史料展厅、电子
播放厅、报告厅，共展出历史图片
68 幅、革命文物 31 件，集中展现了
闽清人民游击队成立与发展的历
程，为闽清解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
贡献。2017年，该馆被列为闽清县
党史教育基地、福州市党性教育基
地。

张圣君祖殿：位于金沙镇镇区，
俗称金沙堂，建于南宋绍兴 29 年
（1183年），供奉神仙张圣真君。张
圣真君是闽台人民共同信仰的农业
保护神，也是财神，民间谚语：北有

赵公元帅、南有张圣真君。改革开放以来，世界各
地来朝圣的香客逐年增多，台湾游客更多，是闽台
两岸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2017 年被列为第五
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单位。

金沙广峰村（党建示范地、首届农民丰收节）
举办地：位于金沙镇北部，距镇政府1.2公里，是金
沙镇四大村之一。全村总户数 256 户，总人口
1076人，党员57名。村里拥有丰富的毛竹、水电
资源和深厚的农神张圣君历史文化底蕴，以种植
业、养殖业为主，2018年村集体经济收入11万元，
村民人均收入13843元。2018年9月23日，以“生
态梅邑丰收共享”为主题成功举办了闽清首届“中
国农民丰收节”，展示了在党建引领下全村整洁优
美的环境优势，为金沙镇打造出了一张具有特色
的乡村振兴名片。

金沙镇前坑村党建陈列室：位于前坑村村部，
建于2018年12月。该村共183户656人，党员39
名，全村农业总产值 800 多万元，年人均收入
14010元。党建陈列室面积约160平方米，风格简
洁明快，以“红色领航，共绘前景”为题，以“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六
个版块为主线，展示前坑村党支部在“乡村振兴”
工作中取得的成效。

白中镇革命斗争史迹陈列室：位于白中镇原
前坂村华侨幼儿园内，展陈面积 700 平方米，分
上、下两层。第一层为白中镇革命斗争史迹陈列
室，集中展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白中人民在
党的领导下开展地下革命斗争的史迹。第二层为
抗日功臣吴其轺、吴其璋兄弟的英雄事迹展览
室。展览以图片文字为主，并辅以武器、文物和当
时农村生产生活的部分器具实物展示。2017 年
该室被列为闽清县党史教育基地。

十五都反击战纪念台：位于白中镇仙峰山公
园。1949年8月1日拂晓，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9
军86师先遣队与闽清人民游击队，在白中镇前坂
村与国民党军发生激烈的战斗。经过一天的激
战，我方以150余人兵力战胜4倍之敌，并毙伤敌
副团长等30多人。十五都反击战是自解放战争
以来在闽清发生的最重要最激烈的一场血战。它
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反动当局据守闽清、阻止解放
大军南下的美梦，为闽清县城的顺利解放奠定了

基础。1999年为纪念“十五都反击战”胜利50周
年，白中镇党委政府在仙峰山顶建了一座“烽火
台”。2017年被列为县级党史教育基地。

攸太村红色领航主题公园：位于白中镇攸太
村，该村人口 1108 人，党员 55 名，村内有企业 32
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6家，2018年全村工业总产
值约9亿元。曾先后荣获市县先进基层党组织荣
誉称号。近年来，攸太村持续深化“168”党建模
式，注重民生工程，投资530万元开展“美丽乡村”
建设，完善基础设施，开展村容村貌整治行动，成
效明显。该公园建有红色领航标志建筑、红色长
廊、党员宣誓墙、乡村大舞台、党员绿化带以及假
山、音乐喷泉、水车、莲池等设施。同时，以党员支
援服务为抓手，在攸太公园搭建党员志愿服务驿
站，开展“驻点+流动”式服务，打造山青水绿、村
民富裕，村风文明、和谐宜居的新农村。

霞溪村清风廉政教育基地：位于白中镇霞溪
村内，包含廉政文化公园、俞氏祠堂、村民中心等
廉洁文化示范点。霞溪村清风廉政基地融合了人
文景观、祠堂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内容，
在充满乡土田园特色的“清风之旅”中“润物细无
声”。基地结合各类主题教育活动，利用重大历史
事件、历史人物纪念日和节假日等，组织开展各种
文化参观活动，发挥优秀廉政文化的影响力、感染
力，使党员干部群众知廉、崇廉、尚廉，营造风清气
正的社会氛围。

源凤家庭农场（非公党建示范点）：位于白中
镇田中村，由福建省农林大学毕业生自主创业人
员王永源于2010年创办，农场现土地流转经营面
积106亩，为福建省委办公厅食堂、永辉超市等供
应安全生态的时令蔬菜。近年来，源凤农场创新
提出“微农经济”产业扶贫模式，实践中央提倡的
小农户与大市场对接，积极把成熟模式分享给广
大农民，积极对接县扶贫办，申请成为闽清县贫困
户创业致富带头培训基地之一，农场教授南瓜作
栽GAP流程，提供农资咨询代购等服务，并订单
保价回收。目前已经带动闽清县内17户建档立
卡贫困户参与金瓜邦产业扶贫项目，其中5户（在
白中镇的贫困户）直接在农场合作实践种植，农场
提供种植过程的所有支持，开启手把手式的微农
经济产业链扶贫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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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县妇联携手县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福州我们家家政公司举
办为期两天的家政服务母婴护理技能公益
培训班，来自全县各乡镇的近200名姐妹
参加培训。

开班仪式上，县妇联特别邀请福州我
们家家政公司资深培训讲师吴金婷进行授
课。她为学员们全面、系统讲授产妇护理、
新生儿护理及保健按摩、产褥期保健及相
关护理、形体保健、常见婴幼儿疾病预防与
护理等专业知识。课程安排科学、内容丰
富，采用“理论+实操”相结合的授课方式，

课堂气氛生动活泼，内容贴合实际需求,
两天的学习让大家获得了更多的实用技术
和实战经验，大家纷纷表示学习不仅很快
乐，而且收获很大。

下一步，县妇联将深入基层，根据妇女
实际需求开展各种技能培训，帮助妇女姐
妹掌握一技之长，增强她们就业和自主创
业的能力，为实现巾帼脱贫就业创业和增
收致富提供服务，搭建平台。引导广大妇
女投身巾帼助力乡村振兴行动，使妇女真
正成为乡村发展的推动者、建设者，为实现
乡村全面振兴贡献巾帼力量。 （县妇联）

姐妹都有一身技，乡村振兴来助力

本报讯 近日，福建省第六批省级历史文化
名镇名村名单公布，下祝乡洋头村成为我县唯一
入选的村庄。

洋头村是一个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
历年历代以来都重教兴学，因此人才辈出，村内
至今也还保留着罗氏祖厝，及众多明清古建筑。
1404年，洋头村开基祖罗应祥公定居于此，至今
已繁衍出22代子孙。2015年该村还入选了第一
批福建省级传统村落。

01罗氏祖厝
罗氏祖厝从落成至今，已经有 380 多年历

史。建筑颇具明清时期建筑特色。入门处建有
60 公分的门槛，这显示了罗氏一门曾经的荣耀
（在古代，门槛象征着一个家族的地位、荣誉等，
门槛越高，代表这个家族地位越高，所获荣誉越
多）。

02罗氏宗祠

罗氏宗祠与祖厝一样，也有三百多年历史，
始建于清朝康熙年间。宗祠坐落于村口处，总面
积约有1000平方米，主建筑有两进。由于罗氏曾
有先祖官至三品以上，按清朝建筑制度，此处建
有五级台阶。

宗祠分左右厢房，角门可通向“聚仪厅”，此
处可容纳几百人聚会、观看表演等。宗祠的正厅
上方悬挂有许多牌匾，如“武魁”“进士”“文魁”

“学道高思”等传统牌匾，向我们揭示了罗氏一族
的光辉显赫历史。

03日、月、星池
罗氏子孙繁衍生息，修建房屋始终像先祖一

般讲究风水，希望子孙能出人头地建功立业。罗
氏祖厝门前，有几口池塘，分别是日、月、星池。
池塘的水经由祖厝流出，形成“九曲流水、七星伴
月”的奇景。

在日池处往远方望去，可以看到几座造型奇

特的山峰，恰好构成一个笔架的形状，象征着罗
氏子孙好读书、会读书。在罗氏子孙自建的几座
古老房屋前，还有一个“斗池”，斗池有两层，里层
是斗，外层是盖子，流水经由此处后不会溢出，象
征着财富永不流失。

04重教兴学
历代以来，罗氏先祖都很重视教育，曾将村

名定为“学堂”。据记载，洋头村历史上曾有一种
鼓励进学的制度，即“优生田”制度，规定只要考
取秀才，即可获得八十担谷子作为奖励。

正是由于罗氏祖先的“重教兴学”，罗氏一族
人才辈出。据当地村民介绍，嘉庆年间，洋头村
曾出过一个武魁，光绪年间又出过一个进士。这
一点，通过祖厝门前的旗杆石可见一斑。罗氏祖
厝门前，有十六块石碑，是古时用来立起旗杆
的。旗杆用十多米高的杉木制成，用红漆和铜帽
盖子加以装饰。历史上有树立旗杆代表一个人
才的传统，而罗氏祖厝门前树立有16根旗杆。

05洋头村美景
每年3月-4月，洋头村的百年枳壳花、桃花、

油菜花争相绽放，山头山脚、房前屋后，一片花
海！连绵的花海与村庄、溪流交相辉映。4月中
下旬那会儿，那白色的枳壳花就开满枝头，微风
吹过，满地都散落着白色的花瓣儿。

同时，洋头村也以花为媒，在当地举办以花
为主题的赏花节，让往来的游客走进花海，置身
如画卷般的美景中！

06洋头村特产
枳壳：枳壳(zhǐ qiào)花，又名玳玳花、回青

橙、酸橙花。枳壳春夏(4-5)月开白花，香气浓郁，
果实扁球形。它是《中国药典》收录的草药，主治
胸胁气滞、胀满疼痛、食积不化、痰饮内停、胃下
垂、脱肛、子宫脱垂等病症。其药用的有效成分
优于其他品种，被列为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
品。

青红酒：花香醉人，春酒初熟！洋头村村民
都是选用上好的糯米，清甜的山泉水，加上独有
的红曲，窖藏三年、五年、八年、十年以上，酿造出
口感柔顺绵长的闽清青红酒，来洋头村不妨尝尝
这醇香绵柔的“闽清味道”。（畅游闽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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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月8日，金沙镇前坑村乡贤、
加拿大国家化学化工院院士和加拿大国家
工程院院士黄彪返乡探亲，看到家乡山青
水秀，到处干净整洁，连连赞叹：家乡变化
太大了。

黄彪教授去年被授予国际电气和电子
工程师协会会士，也被任命为国际控制领
域著名期刊Control Engineering Practice主
编，现为加拿大国家自然科学与工程基金
委员会（NSERC）油沙工业工程控制首席
教授，是过程控制领域的国际领导者之一。

黄教授日前刚参加完在厦门举办的自
动化下安全生产检测的研讨会并在大会作
报告，12日还将赴无锡参加另一场过程控
制研讨会，期间他趁隙返乡探亲。虽然他
每年都会应邀参加国内各种学术报告会，
也常回闽清看望父母，但回到老家前坑村
还比较少。当天，他在拜谒了祖居会见乡
亲们后，在村部与镇村干部、前坑村乡亲们
共话乡谊，也探讨了经济发展等一些问

题。他对家乡闽清通过乡村振兴战略实
施，乡村各方面建设特别是农村交通、环境
面貌上发生的变化感到特别吃惊，看到家
乡的快速发展和巨大进步，他感到由衷地
高兴。

他还十分关心家乡的教育事业发展，
作为闽清一中的校友，他建议每年都请一
些在海内外各行各业的精英、专家学者等
闽清乡贤回来，给闽清的学子们作一场报
告，分享一下工作学习经验，介绍各行业的
最新发展变化，以榜样的示范带动作用，鼓
舞学子们树立更强的学习信心，同时也促
进校友乡贤们发挥作用，为闽清教育事业
发展做出更大贡献。黄教授说，他与许多
在外的游子一样，对祖国这些年来取得的
快速发展和变化看在眼里，高兴在心里，在
新中国70华诞即将到来之时，真心祝福祖
国更加繁荣昌盛，祖国人民幸福安康！

图为黄彪院士（中）与乡亲座谈。
（记者 邱祥伟）

黄彪院士返乡探亲 盛赞家乡巨变

五四电站现有渠道6800米，装机
200KW，年发电 60-90KWH，电价每
KWH0.28 元（含税）。现进行公开招
标，具体方案如下：

（一）承包方式：甲方将五四电站
承包给乙方，乙方每年上缴承包金 7
万元人民币起竟价(竞价高者中标)，每
年元月 15 日前一次性交清。年限为
25 年(2019 年 7 月 20 日至 2044 年 7 月
19 日)，承包期满时，乙方对电站进行
改造和新添置的所有设备、财产无像
归甲方所有。

（二）中标后乙方自行决定是否投
入资金进行电站增效。

（三）扩容改造：甲方不鼓励，但可
以配合办理相关手续(改造

期间减免承包金，最长时间不延
过6个月)。因环保生态建设、国家征
用等其它原因需注销五四电站，承包

合同自动解除，甲方概不补偿乙方任
何费用。

（四）承包期间上网电价上浮，甲
乙双方按税后6:4分成。

（五）投标保证金的提交：10万元
人民币，通过银行转账的形式提交。
履约保证金10万元人民币，乙方于签
定之日，将履约保证金 10 万元人民
币，一次性缴交甲方，待承包期满验收
合格移交完备后一次性无息退还。

（六）报名时间及地点：2019.07.15
至2019.07.19上午九点至下午五点到
下龙洲70号携带身份证报名，联系电
话13805008655。其他未详列事项，以
现场文件、招标文件为准，解释权归白
樟镇发电厂。

闽清县白樟镇发电厂
2019年07月08日

五四电站经营承包公开招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