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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8 日是国际博物馆日，
广州十三行博物馆最近推出《重
拾失落百年的广州明信片——馆
藏通草画展》。19 世纪的广州，
大量通草画被生产并销往海外。
这些通草画描绘了广州的自然景
观、社会生活、历史文化等，在当
时的技术条件下，是世界了解广
州的重要途径。今天的《粤讲粤
有古》就聊聊内容包罗万有的通
草画。

通草画，是一种绘画在通草
纸上的水彩画。和传统的以纸浆
法制造的纸相比，在通草纸上作
画，有更强的色彩饱和度和立体
感。据十三行博物馆介绍，通草
画工艺是古代广州所独有。

19 世纪，西方人了解中国、
了解广州的愿望非常强烈，在当时
的技术条件下，通草画成为向西方
直观反映中国风土人情的最佳媒
介，因此被誉为“广州明信片”。

19世纪30年代，广州十三行
商馆区有约30家画室，制作了大
量通草画销往海外。19 世纪 50
年代，在西方世界里，广州的通草
画已相当知名，在很多到访广州
的西方人的旅行日记中都有记
录。19世纪末，通草画成了外国
人的广州旅游指南中必推荐的

“土特产”。
不过清末以后，由于各种历

史原因，通草画不再流行甚至销
声匿迹，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被人
所知。2000 年，一位名叫伊凡·
威廉斯的英国友人向广州博物馆
捐赠了70余幅通草画，才让通草
画重新回到我们的视野中。

通草画内容丰富、包罗万有，
百年之前是西方了解广州的媒
介，百年之后成为了我们了解历
史的重要材料。这一次的展览之
中，有关当时岭南园林、人物、花

鸟等题材的作品都十分有趣。
茶叶生产制作是常见的外销

画题材。18世纪，饮茶风气在欧
洲流行，茶叶出口量逐渐跃居中
国出口商品首位。茶叶产区涉及
粤闽苏皖赣湘鄂各省，均以广州
为出口地，在十三行商馆区一带
及珠江南岸有非常多的茶叶加工
工厂，规模庞大。

在一组12幅的《19世纪通草
水彩茶叶加工贸易图》中，描绘了
茶叶种植、制作、装箱、称重、收
购等过程。这组作品很细致地描
绘了茶叶箱，上面清晰地写着乌
龙、龙珠、君眉、红梅、小种、秋香
等15种外销茶叶品种，是研究当
时茶叶贸易的珍贵图像资料。

还有一组《19世纪通草水彩
风景人物节日贺卡》，每张贺卡都
是用“广州英语”表达西方圣诞节
日祝辞，例如“New year very
good me chin- chin you ,
you must wantchee drinking
with me”，中文意思为：祝你新
年好，你得和我喝一杯。

在 18世纪初至 19世纪，“广
州英语”被运用于中西商业贸易
和日常往来中，它没有完全遵循
英语的语法和发音，在发音、造句
等方面深受澳门葡语的影响,又
融入了汉语特色和粤语方言的部
分发音，直到19世纪中晚期以后
被洋泾浜英语所取代。

今天，我们对通草画有了更
深入的认识，对传承通草画也有
了更多的尝试。本次展览中，展
出了广州美术学院附中教师张静
创作的十一幅现代通草画作品。
广州市越秀区还曾举办“传承红
色基因、手绘红色故事”非遗通草
画美术作品比赛及优秀作品展
览，用非遗通草画来讲述红色故
事、传播红色文化。

5 月 13 日，广州市招考办
公布的《2022 年广州市名额分
配招生学校招生总计划和名额
分配计划汇总表》显示，12 所
省 市 属 学 校 总 招 生 计 划 为
7268个、名额分配计划为3569
个；85 所名额分配招生学校
（校区）的总招生计划为47349
个、名额分配计划为23513个。

而2021年，12所省市属学
校的总招生计划为6480个、名
额分配计划为3201个；81所名
额分配招生学校（校区）的总招
生计划为 43848 个、名额分配
计划为21845个。

数据对比显示，2022 年，

12 所省市属学校扩招 788 人，
名额分配计划增加 368 个；所
有 名 额 分 配 招 生 学 校 扩 招
3501 个，名额分配计划增加
1668个。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广州
中考招生总计划和招生学校总
数尚未公布。但考虑到去年广
州中考招生的普高学校约为
100 所，今年又增加了几所首
年招收高一的学校，普高学校
数量依然会在百所左右。由此
估算，今年广州参与名额分配
的招生学校占普高学校总数的
八成左右。总体来说，广州中
考迎来了普高扩招。

根据今年3月广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公开的《广州市大中型生活
垃圾转运站暨主城区环卫停车场布局规划（2020-2035）》（下简称《规划》）征
求意见稿，至2025年，广州每个区将至少建成一座区级大中型垃圾转运站。

近日，该项规划有了新进展。广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在答复广
州市人大代表的函件中透露，项目将按照“试点先行 先急后缓”的原则，在
越秀区环市中路地块先行建设一座占地12663平方米的大型生活垃圾转运
站，通过试点示范逐步推广至其他区。

越秀将建一大型
地下生活垃圾转运站
日处理能力约800吨，采用夜间转运模式

今年 3 月 18 日，《规划》
向公众征求意见。其中提
到，至 2025 年，广州每个区
将至少建成一座区级大中
型垃圾转运站。目前，该布
局规划已在老城区周边规
划选址大中型生活垃圾转
运站地块共 12 块，其中，越

秀区规划选址 1 处、海珠区
2 处、荔湾区 2 处、天河区 3
处、白云区 2 处、黄埔区 2
处，总用地面积约 26 万平
方米。

“将按照‘试点先行 先急
后缓’的原则，在越秀区先行
建设一座大型生活垃圾转运

站，解决越秀区垃圾收运矛盾
突出问题，通过试点示范，逐
步推广至其他行政区。”广州
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在
对广州市人大代表的复函中
表示，接下来督促各区抓紧推
进辖区大中型生活垃圾转运站
建设。

羊城晚报讯 记者谭铮报
道：5月 18日是第46个国际博
物馆日。为了迎接国际博物馆
日的到来，广州市越秀区博物
馆将在南粤先贤馆跨界打造
《越博奇妙纪——穿越历史来
看你》沉浸式“剧本游”。

据了解，将在 5 月 21 日正
式推出这款原创沉浸式剧本游
《越博奇妙纪——穿越历史来
看你》，围绕《南粤先贤固定陈
列》的基本信息进行剧本闯关
游戏内容创作，并与新媒介技
术方法相融合，利用馆内现有
的“声、光、电”互动体验装置，
打造与南粤先贤“遇见、亲近、
交流、对话”的机会，聚焦“沉浸
式体验”新语言，让展览中的南
粤先贤人物“活起来”。

就职于越秀区文物博物管
理中心的李德君，是一名“95
后”，也是这一“剧本游”的主创
成员之一。她告诉记者，该“剧
本游”设定故事围绕南粤先贤

馆内意外开启的时空隧道这一
事件展开，玩家将穿梭“时空
隧道”，遇见“南粤先贤”，在岭
南地区不同的时间维度，通过

“南粤先贤”设定的层层考验，
完成神秘的委托任务后顺利
返回现实。

据介绍，“剧本游”特选取
10 位岭南文化历史上具有代
表性的南粤先贤扮演NPC（非
玩家角色，以推动剧情发展），
如“南下干部第一人”赵佗、“岭
南三大家之首”屈大均、“中国
照相机之父”邹伯奇、孙中山
等，横跨岭南两千多年历史，包
含 50 条以上中华文明发展史
上重要成就的线索与知识点。
有兴趣的市民可以通过广州市
越秀区博物馆发布的通知进行
预约报名。

与此同时，南粤先贤馆还
于17日起对外展出《坡山的故
事》，讲述广州的沧海桑田变
迁史。

羊城晚报讯 记者罗仕，通讯
员罗瑞娴、罗俊鹏报道：17日，广
州南沙举行第二季度重大项目集
中签约暨芯粤能碳化硅芯片制造
项目主体工程封顶活动。

“芯粤能项目自去年落户广
州南沙区以来，不到一年内迎来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节点——
芯粤能主体工程封顶。”广东芯粤
能半导体有限公司董事长肖国伟
在活动上向外界宣布。

记者了解到，广东芯粤能半
导体有限公司是国内最大的面向
车规级和工控领域碳化硅芯片制
造和研发企业。公司投资建设的
面向车规级和工控领域碳化硅芯
片制造项目已被列为广东“强芯
工程”重大项目，是目前国内唯一
一家专注于车规级、具备规模化
产业聚集及全产业链配套能力的

碳化硅芯片制造项目，产品主要
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工业
电源、智能电网以及光伏发电等
领域。项目一期达产年产值 40
亿元，二期达产后合计年产值将
达100亿元。

芯粤能碳化硅芯片制造项目
的落地，填补南沙宽禁带半导体
全产业链中的“制造”环节。目前，
南沙新区为国内首个实现宽禁带
半导体全产业链布局的地区。

活动当天，还有 9 个与半导
体集成电路产业相关的重大项目
集中签约，包括巨湾技研储能器
件与系统生产基地、融捷集团系
列项目、安捷利封装载板和类载
板项目等，涉及总投资300亿元，
达产年产值630亿元，将塑造半导
体集成电路“南沙制造”“湾区制
造”新名片。

国内首个！

实现宽禁带半导体
全产业链布局

拟改造升级自来水加压站
减少咸潮上溯对供水影响

通草画何以被称为
“广州明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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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18日系国际博物馆日，广州十三行博

物馆最近推出《重拾失落百年的广州明信片

——馆藏通草画展》。19世纪嘅广州，大量通草

画被生产并销往海外。尼啲通草画描绘了广州

嘅自然景观、社会生活、历史文化等，以当时嘅

技术条件，系世界了解广州嘅重要途径。今日嘅

《粤讲粤有古》就倾下内容包罗万有嘅通草画。

羊城晚报记者 曾潇 谭铮

黄埔区、广州开发区

羊城晚报讯 记者梁怿韬报
道：咸潮上溯，在去年下半年至今
年年初对广州部分城区的供水造
成影响。广州各级职能部门积极
采取措施，抗旱防咸保供水。记
者5月16日从广州市公共资源交
易网获悉，广州市黄埔区、广州开
发区拟通过对区内自来水加压站
进行升级改造，希望进一步减少咸
潮上溯对供水的影响，并为未来广
州市黄埔区、广州开发区增长的
供水需求提前备足硬件设施。

根据《黄埔区供水加压站扩
建工程（一期）勘察设计招标公
告》（以下简称《招标公告》），广
州市黄埔区、广州开发区拟对区
内的科学城、东区、永和、永星四
座自来水加压站进行改扩建。《招

标公告》附件中的科研性报告显
示，上述四座自来水加压站拟增
设蓄水池，并配套水泵管网等设
施。记者5月16日在科学城自来
水加压站看到，站内已贴出加压
站扩建后蓄水池位置的公示。

相比只具备直抽加压功能的
加压站，设有蓄水池的加压站可为
自来水出厂水供向用户途中多增
添一道保障，“如果预判咸潮上溯，
加压站可以提前将优质自来水出
厂水蓄于蓄水池，在咸潮上溯利用
蓄水池的水维持正常供水一段时
间。”黄埔区水务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除了提前蓄水应对咸潮上溯，
设有蓄水池的加压站还能为未来
广州市黄埔区、广州开发区进一步
提升的供水需求提供硬件保障。

今年迎来普高扩招
名校录取分数线或下降

日前，2022年广
州中考名额分配招
生学校招生总计划
公布。根据计划，85
所名额分配招生学
校（校 区）将 扩 招
3501 人 ，其 中 ，华
附、省实等 8所传统
名校总招生人数达
到 6138 人，比去年
增加 758 人。这意
味着更多优秀学生
有机会入读名校，省
市属名校、区属龙头
学校录取分数线有
可能下降。

羊城晚报记者 蒋隽
实习生 胡诗怡

扩招“大军”中，最引人注
目的是省市属学校。根据计
划，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招
生计划 334 个、扩招 30 个；广
东实验中学招生计划 670 个、
扩招 30 个；广东广雅中学（本
部校区）招生计划576个、扩招
18 个；广东广雅中学（花都校
区）招生计划 400 个、扩招 31
个；广州市执信中学执信路校
区和首年招高中的天河校区，
招生计划共 1000 个、扩招 282
个；广州市第二中学招收计划
872个、扩招40个；广州市第六
中学招生计划 750 个、扩招 22
个；广东华侨中学招生计划
610个、扩招30个；广州市协和
中学招生计划与去年相同；广
州大学附属中学招生计划 606
个、扩招 30 个，广州市铁一中

学越秀校区、番禺校区和今年
首年招收高一的白云校区，招
生计划共930个、扩招285个。

综合来看，华附、省实、广
雅、执信、二中、六中、广大附
中、铁一等 8 所省市属普高，
2022 年 总 招 生 人 数 为 6138
人，比 2021 年的 5380 人增加
758人。

对于广州中考考生来说，
这意味着有两大利好：一是有
更多优秀学生有机会入读名
校，二是第一梯队学校的录取
分数线有可能下降。

广州市执信中学校长何勇
表示，过往三年执信平均录取
分数为 709 分，但今年由于执
信本身扩招及省市属兄弟学校
扩招，预计 700 分以上的考生
均可大胆填报执信。

各区名额分配招生的
区属学校也不同程度扩
招，11区扩招总计划达到
2713个。

其 中 ，荔 湾 区 扩 招
118 个、越秀区扩招 206
个、海珠区扩招602个、天
河区扩招 154 个、白云区
扩招 471 个、黄埔区扩招
106 个、番禺区扩招 402
个、花都区扩招596个、南
沙区扩招70个、从化区与
去年持平、增城区减少 12
个指标。

区属学校中，扩招较
多的有：荔湾区的广州市
真光中学校本部和汾水校
区，扩招 75 人；越秀区的
第三中学、培正中学、育才
中学、广东实验中学越秀
学校，分别扩招 46 人；海
珠区的广州市第五中学金
碧校区首年招收高一 288

人、本部扩招 10 人，南武
中学（岭南画派纪念校区）
招 322 人，广州市第 41中
学扩招 216 人；天河区的
广州中学扩招20人，天河
外国语学校扩招 24
人；白云区的培英
中学扩招 178 人，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实验中学扩招 115
人，大同中学和白
云 中 学 均 扩 招 84
人；番禺区的仲元
中学、番禺中学等分别
扩招 40人；花都区邝维
煜纪念中学（雅正校区）今
年高一首年招生400人。

区属学校本身的扩
招以及省市属学校扩招
对区属龙头普高形成挤
压，因此，今年区属龙头
高中的录取分数也有可
能降低。

传统名校录取分数线或下降

区属龙头学校分数线或下降

考生增加对一二梯队学校录取影响不大

据了解，越秀区拟建生
活垃圾转运站的地块位于环
市中路北侧、解放北路东侧，
为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公园
用地，用地面积约 34900 平
方米。地块现状东侧为爱
尔眼科医院，西侧为园林绿
地。该地块在城市总体规
划中为适建区，远离居住、
办公区域 ，且周边交 通方
便，邻避效应小。最新进展
显示，目前广州市城市管理
和综合执法局正组织开展

地块控制线详细规划调整
工作，将公园绿地调整为公
园绿地兼容市政环卫设施
建设用地。

未来，一座日转运能力约
800吨、采用夜间转运模式的
地下大型生活垃圾转运站将
诞生于此。在配套设施上，转
运站将配建小型污水处理系
统并安装负压除臭设备，解决
转运站产生的污水和臭气问
题，处理后的中水也将返回到
生产中循环使用。

该地下大型生活垃圾转
运站建成后，越秀区全区垃
圾将全部进站压缩转运，同
时关停 12 座小型生活垃圾
压缩中转站，逐步撤销路边
的 385 座生活垃圾收集站
点 ，进一步优化主次干 道
和内街巷的城市环境。现
有的小 型垃圾转运站 ，则
会根据实际情况改建为环
卫工具 房、环卫驿站等环
卫设施 ，促进 城市整体环
境品质提升。

越秀试点先行示范 逐步推广至其他区

值得注意的是，广州
今年中考报名人数尚未公
布，但根据日前参加中考
体育的考生人数推断，今
年参加中考的考生人数或
多于去年。根据广州市招
考办的数据，今年参加中
考体育的考生为 111464
人，而去年为90544人，增
加20920人。

今年中考考生增加了
2万多人，但名额分配招生
学校的招生总数只增加了

3000 多个，普高竞争更激
烈了吗？其实未必。业内
人士表示，今年参加中考
的考生增加有一个重要原
因是，往年不少考上普高
可能性较低的学生，直接
选择了职业学校而没有报
名参加中考，今年各区各
校 鼓 励 学 生 应 考 尽
考，考生总数明
显增加。但
增加的考生
大 部 分

非头部生源，对于第一梯
队 和 第 二 梯 队 学 校
的 录 取 来 说 ，影
响不大。

文/羊城晚报记者 徐振天
图/羊城晚报记者 梁怿韬

开启“时空隧道”，遇见“南粤先贤”

越秀区博物馆
将推“剧本游”
市民可沉浸式
了解广州历史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易西兵介绍《坡山的故事》
通讯员 胡强明 摄

南沙

越秀区环市中路地块将建一座地下大型生活垃圾转运站

A

B

C

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