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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曹月、通
讯员容宣报道：10月 21日，记者
从顺德区容桂街道办获悉，日
前，一场针对企业数字化智能化
转型的专题讲座在容桂街道举
行，来自中国移动工业数字化领
域的省级专家、行业标杆与本土
企业代表面对面交流。讲座以

“乘势转型，数享未来”为主题，
围绕企业诉求，邀请数字化领域
专家以及数字化创新标杆企业
分享经验，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
供切实可行的方法论，掌握数字
化“增长密码”。

推动更多企业建立数
字化思维，让企业“敢转
型、能转型、会转型”

数字化转型是工业高质量
发展的必由之路。作为佛山工
业重镇，容桂多措并举，为全街
道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升级提
供及时的指引和支持，推动更多

企业建立数字化思维，让企业
“敢转型、能转型、会转型”。

企业发展是容桂的根本与
未来。民营企业从“三来一补”
起步到遍地开花，成就了容桂

“千亿大镇”奇迹，为中国创造了
独特的镇域经济发展样本。如
今，在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下，“改
革先锋”容桂再出发，围绕企业
所需所盼，聚合澎湃之力破浪前
行。尤其是对于不少制造企业
的“不敢转”“不懂转”的数字化
转型焦虑，容桂开展了不少探
索，以降本提质增效为最终目标
推动企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
化升级，主动作为为企业转型提
供解决路径。

以企业为主体，顺德
容桂大批企业抢抓数字化
机遇

在广东伊之密精密机械股
份有限公司的自动化压铸岛车

间内，产品的生产进度、质量等
信息都搬到了网上。技术人员
只需点击平板电脑，不用“两头
跑”就能掌握生产的实时信息。

资源配置的棋盘从线性发
展为网状，对企业的生产效率
和经济效益的提升都有着促进
作 用 ，这 得 益 于 企 业 的 数 字
化。在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
系中，容桂已有大批企业抢抓
数字化机遇，先行探索，涌现了
许多生动的数字化转型实践。
不仅龙头企业先后发力工业互
联网、机器人、电子信息，一批
中小企业的生力军以及大批行
业细分龙头也加入数字化集群
的“大军”。

企业数字化转型一方面以
企业创新为主，另一方面政府更
是主动作为。容桂规上工业企
业392家、境内外上市企业9家，
在智能家电、信息电子、机械模
具、化工涂料、医药保健等领域
拥有坚实的产业基础，这为容桂

推动工业数字化及工业互联网
打下了坚实基础。容桂坚持重
视企业、服务企业的传统，持之
以恒在空间优化、前沿技术配
套、人才落户、政策配套等方面
着力，不断提升营商环境，也为
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良好
的土壤。

率先推出工业数字化
扶持办法，全力保驾护航
企业数字化改造之路

在座谈会上，容桂街道经济
发展办公室解读、宣传了一系列
政策。细看若干措施的内容，奖
补项目多，政府真金白银的投入
力度大，魄力十足。

尤其是容桂，作为顺德率先
推出工业数字化及工业互联网
发展工作方案及扶持办法的镇
街，其《容桂街道推动工业数字
化及工业互联网发展工作方案
（2021 年—2023 年）》及《容桂街

道推动工业数字化及工业互联
网发展扶持办法（试行）》更是与
市、区级形成互补，扶持对象囊
括企业、工业互联网服务商及产
业园区，更创新性鼓励引导工业
互联网服务商集聚发展，多点切
入，全力保驾护航企业的数字化
改造之路。

未来三年，容桂将安排6000
万元专项扶持资金用于扶持工
业数字化及工业互联网发展，预
计 单 个 企 业 最 高 扶 持 超 百 万
元。容桂紧跟市、区决心推进制
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战略部
署，抢占数字化时代制高点，共
同拥抱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洪
流，让“千亿大镇”再创佳绩。

容桂街道经济发展办公室
副总监高健勉励企业坚定数字
化智能化转型信心与决心，政企
同向，开足马力，铆足干劲，力争
成为广东省内在工业数字化升
级及工业互联网应用两大领域
均具示范效应的排头兵。

羊城晚报讯 记者张闻、通
讯员潘秀雄摄影报道：近日，一
只受伤的小猫头鹰“闯进”了佛
山市南海区西樵镇的一家医院，
见多了病患的护士们却对这个
特殊“伤患”束手无策，遂报警求
助。西樵派出所民警及时到场
救助，将受伤小猫头鹰带回并妥
善安置。

10月 19日 16时许，西樵派
出所接到辖区太平社区医院报
警称，有一只疑似猫头鹰的鸟飞
进了医院职工宿舍，请求民警到
场处置。接报后，太平社区民警
中队民警张培才、辅警区柱基立
即赶到现场，发现飞进医院的正

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猫头鹰，现
已被医院保安员暂时安置在一
个笼子里。

经了解，护士告诉民警，当时
她们正在宿舍休息，突然一只小
猫头鹰从窗户飞了进来，众人被
吓了一跳。经过观察，护士们发
现这只小猫头鹰似乎站不稳，看
到有人靠近也只是低飞躲避，猜
测猫头鹰是受伤了。“病急乱投
医”的小猫头鹰飞进了社区医院，
护士们却束手无策，为了避免小
猫头鹰四处乱撞加重伤情，只好
报警通知公安民警前来协助。

随后，民警张培才小心翼翼
地将小猫头鹰转移到纸箱里，将

其带回中队暂时照顾，同时联系
西樵镇森林消防办前来协助处
理。当晚6时，西樵镇森林消防
办工作人员来到太平中队，经仔
细检查确认，这只小猫头鹰除了
左腿轻微受伤导致站不稳外，身
上没有明显伤痕，但因其年幼加
之受到了惊吓，暂时不适合放
养，于是工作人员将小猫头鹰带
回照顾，等它的伤势痊愈后再放
归大自然。

警方提醒，如果发现落单、
受伤或者需要救助的野生动物，
切不可私自救助、自行圈养或盲
目放生，要及时报警或与相关部
门联系。

受伤猫头鹰“闯进”医院
护士民警联手暖心救助

顺德容桂聚焦企业数字化“增长密码”
未来三年将安排60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扶持工业数字化及工业互联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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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佛山市南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
局、南海博物馆联盟、广东大观博物馆等举办
的“听鸿夜话”历史文化讲座邀请文化职能部
门的主官、专家、学者以“西樵山文化漫谈”为

题，一同探讨西樵山的石器古遗址发掘研究、
西樵山文化价值等话题。西樵山文化对珠江
三角洲、广东省甚至华南地区的考古研究来
说，都具有重大意义。

出品 佛山记者站 策划/统筹 谢红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梁正杰 通讯员 关蕴琪 李颖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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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大规模的石器制造场，说明当
时的西樵山已经出现了从事专业生产
的人类，社会分工是人类文明进化的重
要标志，这也证明了西樵山文化的地
位。

这种文化也对外界产生了深远影
响。“大部分石器以交流或贸易的形式，
运到了很远的地方。”被誉为“西樵通”
的关祥对羊城晚报记者讲，彼时西樵山
不仅临海，而且是三江交汇之处，水陆
交通非常便利。凭借其地理环境优势，

加上优质的石料资源，吸引了环珠江口
甚至周边更远地的先民来开采石料，制
作石器工具。其产品通过陆路和海路
逐渐传遍珠江三角洲，甚至辐射到两广
和海南岛，形成了一个以双肩石器为特
征的文化分布区。

据关祥分析，现在云贵高原、中南
半岛等地区已发掘的石器遗址，很可能
是西樵山石器沿西江辐射传入的，因为
它们都明显带有西樵山石器的影子。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曾骐在其

著作《珠江文明的灯塔——南海西樵山
古遗址》中提出，珠江三角洲地区的霏
细岩分布并不广泛，而西樵山因为其山
体是制造石器工具的最佳原料，因此成
为该地区重要的、也是目前所知规模最
大的史前石器制造场，向外输出大量石
器这一生产工具，进而促进了当时生产
力的发展，引领了史前社会迈向文明的
步伐。此后，明代“理学圣地”、晚清“维
新变法”、民族工业先驱……“西樵山都
像一个灯塔，照亮了走向文明的道路。”

“西樵山是闻名于世的‘理学名
山’。”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任建敏
介绍，在明代正德、嘉靖年间，西樵山便
有“四大书院”的说法，分别是湛若水创
建的大科书院和云谷书院、方献夫创建
的石泉书院，以及霍韬创建的四峰书
院。四书院因方、湛、霍诸公的倡学而
大盛，这段时期广东名士辈出，四书院
成为此后数十年间广东士大夫一个重
要的理学讲学之所。

明朝中叶岭南士大夫与西樵山有
着密切关系，任建敏提出，以湛若水、方
献夫、霍韬等著名岭南士大夫与西樵山
之间的关系为例，霍韬的思想，属于程

朱理学一脉，与可归入心学系统的湛若
水、方献夫之学不尽相同。但思想上的
对立并不影响对对方的理解与欣赏，
湛、方、霍三人同样有着良好的私交与
密切的往来。

四大书院中创设时间最早、名声最
大的，当数明代著名理学家增城人湛若
水在烟霞洞创建的大科书院，这对湛若
水的学术生命历程具有重要的积极意
义。在湛若水兴建大科书院期间，方献
夫在西樵山石泉洞创建的石泉书院也
略有成果。嘉靖初年，霍韬在原宝峰寺
所在的宝林洞创立四峰书院，作为霍氏
宗族培养子弟的重要场所。其四是嘉

靖二十五年最终落成的位于云谷的湛
若水所创的云谷书院。四大书院的创
建与兴盛，人文荟萃，群贤闪耀，使得西
樵山赢得了“理学名山”美誉。

任建敏表示，万历年间的禁毁书院
以及后继乏人，使得西樵山书院走向衰
落，并最终在历史舞台中消失。广东理
学大盛之局，也逐渐衰微。四大书院的
衰落，并不意味着西樵山人文的衰落，
只是其内容发生了变化。西樵山西北
面原来一处默默无名的景观白云洞，逐
渐崛起，延续着西樵山的名气，并继续
将西樵山与广东的文风士风紧密相连，
为“天下之西樵”注入新的内涵。

近年来文旅消费逐步成为强劲
的消费潜力，发掘地方历史文化资
源、建构并营销各种文化符号、打造
浩大的文化工程，以文化带动旅游经
济成为社会共识。结合各地文旅开
发的实例，广东大观博物馆馆长丁方

忠分析，带有功利性的文化工程与严
肃的文化学术研究之间存在的矛盾
与张力，建议南海政府要将本土的岭
南传统元素与西樵山的文化高度相
融合，有效实现西樵山的文旅开发和
保护。

上世纪50年代，在西樵中
学教书的关祥，偶然在山脚一
条工人开挖的环山沟里，发现
了一些特别的石头。他仔细
端详，发现石头上明显有打磨
的痕迹，于是推断这些可能是
古代石器。经中山大学考古
专业人员考证，关祥发现的这
些石头确实是石器。“这个发
现引起了国内考古学界的关
注，更确认了西樵山是我国华
南史前时期最早的石器制造
场。”关祥说。

据《西樵山遗址考古研
究》记载，1958年春天，南海西
樵山水利工程破土动工，山前
洪积扇内翻出大量人工打造
的石器材料，经过专家多次采
集和调查，逐步掀开西樵山

“石器时代”的考古序幕。随
后，中山大学、广东省博物馆
和南海文科教等单位又对西
樵山进行了多次发掘，发现14
处石器散布点。

1959年冬，中山大学历史
系梁钊韬教授在北京举行的中
国猿人第一个头盖骨发现 30
周年纪念会上提出：“西樵山石
器大部分为具有旧石器时代晚
期特征的打制石器，同时也包
含新石器时代初期的文化，西
樵山的遗物很可能属于中石器
时代。”这一新发现使考古学界
的目光聚焦在西樵山上。

南海西樵山发现的早期人
类活动遗址引起了我国著名考

古学专家、中国科学院院
士贾兰坡的注意。1960
年年初，贾兰坡专程来西

樵山考察。考
察结束后，他在

撰写的学术论文中肯定了西樵
山重要的考古发现，率先提议
将西樵山遗址和山西的鹅毛口
遗址并列为我国新石器时代南
北两大石器制造场。

以霏细岩双肩石器为代表
的西樵山石器制造品在珠三
角的广泛分布，意味着该地区

“出现了社会分工与产品交
换”，这些凝聚着人类早期智
慧的工具，标志岭南农业文明
时代的到来。

湖南省文化局专家组成员
单先进教授结合自身的田野考
古经验，分析当时人们的生活
习惯时提出，“采石场的霏细岩
是西樵山独有岩石。”这种岩石
经烤热，泼冷水后就会自行掉
下，古人们采用这种方法来采
石显然出于细致的观察与思
考，具有一定的智慧成分。

“双肩石斧这么小（比成
年 男 性 手 掌 还 小），加 工 繁
复。”单先进边比画边说，作为
工具不太好用，而且作为新石
器时代的特色产物，在珠三角
周边广泛分布，故估计是作为
货币使用，用于易物。

记者在广州土生土长，几十年来
感受着这个城市的变迁、变动、变化，
对于初来乍到的佛山，却有一种莫名
的亲切感，佛山，比广州更有粤味，历
史底蕴也更厚重，毕竟先有南海，后有
广 州 。 南 海 作 为 岭 南 文 明 的 摇 篮 之
一，其发掘出来的先民生产工具是社
会生产力的标志物，推动着文明的进
程。西樵山古文化的发现唤醒人们对
文明进程的记忆和认识的深化。

佛山不仅是岭南文化的发祥地之
一，而且在人类早期文明活动中也占
重 要 一 席 之 地 。 过 去 学 术 界 普 遍 认
为，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中国
的文化从此处发展起来，然后向周边
辐射。西樵山的考古发现证实，在同
一时期内珠江流域的古人类也在生机
勃勃地以自己的特点和途径发展着，
创造了灿烂的“西樵山文化”。这一结
论对佛山打造“文化导向型城市”
的定位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西樵山的考古发现

羊城晚报讯 记者曹月摄影
报道：10 月 21 日，2021 年度广
东省美育浸润行动计划中期推
进会议在顺德职业技术学院举
行，旨在使高校优质美育资源融
入粤东西北欠发达地区，改善美
育资源不足现状，共同探讨做好
新时代具有广东特色的中小学
美育工作，推动全省美育改革整
体发展，努力使广东省学校美育
走在全国前列。

据了解，美育浸润行动计划
是全省教育系统“十四五”期间
的一项重要工作，各入选高校要
围绕美育浸润行动计划的目标
任务，建立健全日常运行制度和
机制，细化工作方案，明确重点
工作分工和进度安排，将定向精
准帮扶、志愿服务与高校实践教
学相结合，建立包含教师、研究
生和本科生在内的结构合理的
志愿服务团队，形成“传帮带”

“手拉手”的稳定服务模式。
会上，华南师范大学、广州

美术学院、华南农业大学、广东
外语艺术学院、广东技术师范大
学、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六所高校
分享了开展学校美育工作的方
法和经验。

“比如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
浸润，利用寒暑假时间对帮扶学
校进行阶段性、多方位的授课帮
扶，比如利用生活用品瓶子和沙
子自制沙锤等进行声势律动和身
势律动训练。”此外，广东省教育
厅体卫艺处三级调研员康天东就

2021年度美育浸润行动计划做
了中期讲评。面对疫情常态化，
要推进美育浸润行动计划创新性
和可持续性，康天东表示，必须要
在创新实施高校与帮扶学校的美
育人才培养模式，在创新工作方
法上下功夫、想办法，要在巩固好
浸润行动计划所形成的良好形势
基础上，解决好当前面临的浸润
方法方式单一性、局限性问题，使
浸润行动计划真正惠及广东省粤
东西北的师生。

美育浸润行动计划是一项
立德树人的工作，也是广东省

“十四五”期间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的重要举措。今年至今，全省
对粤西北、粤东北等美育教育欠
发达地区累计帮扶了 110 多所
中小学，覆盖人数达到 40 多
万。2021年，面对疫情，全省艺
术教育工作者凝心聚力，克服困
难，统筹、有序、稳妥地推进了学
校美育工作，在学校美育体系建
设、艺术展演活动组织、校园文
化育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和粤港澳大湾区美育交流合作
等方面得到进一步发展，形成了
较好的工作局面。

广东省教育厅二级巡视员
邱克楠表示，下一步，广东省教
育厅将持续实施美育浸润行动
计划，利用高校和社会力量，帮
扶粤东西北美育薄弱地区，实现
区域协调发展;深入推进大湾区
学校美育共建，为国家大湾区建
设提供强有力的文化支撑。

2021年度广东省美育浸润行动计划中期推进
会在顺德举行

今年累计帮扶
110多所中小学

壹壹 西樵山文化广泛流传至东南亚贰贰

西樵山与理学传播的关系叁叁

加强保育与利用当地文化资源肆肆

被放在盒子里“休息”的猫头鹰

西樵山上独有的霏细岩西樵山上独有的霏细岩

从左往右从左往右：：丁方忠丁方忠、、任建敏任建敏、、单先进单先进

会议现场会议现场

点亮点亮““珠江文明灯塔珠江文明灯塔””的西樵山文化的西樵山文化
本期本期““听鸿夜话听鸿夜话””历史文化讲座以历史文化讲座以““西樵山文化漫谈西樵山文化漫谈””为题为题，，探讨探讨西樵山文化价值西樵山文化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