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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息 时 报

讯 （记者 王智

汛 ）

近日，广州

市沙面历史文

化街区保护利

用规划公开征

求意见。 昨日，

记者从荔湾区

获悉，荔湾区计划斥资3.5亿实施沙

面岛整治提升工程， 对沙面岛的基

础设施进行优化， 未来或将限制外

来车辆上岛。

每100米设置一个“口袋公园”

根据荔湾区公布的《珠江文化

带西堤街区人居环境改善工程、沙

面岛整治提升工程和芳村大道南人

居环境改善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编

制服务的询价文件》，沙面岛整治提

升工程总面积39.1公顷， 主要提升

八大主街、九条里巷、十栋建筑的环

境品质，项目总投资约3.5亿元。

据悉， 本次改造针对目前沙面

部分内街存在机动车占用公共空

间、缺少自行车停车设施、游客步行

区域不足等问题， 对整个沙面岛的

基础设施进行优化。其中，沙面大街

14号前的停车场将改造成沙面故事

主题广场，沙基涌旁长达1.1公里的

步行道将拓宽，增加地面、绿化、街

道景观照明。 本次整治还致力于改

善岛内居民的居住环境，每100米将

设置一个供居民活动的“口袋公

园”， 届时整个沙面岛将有9个口袋

公园。记者了解到，本次工程还将对

岛内老建筑进行活化， 原美国领事

馆也将进行活化。

地铁文化公园站与沙面建天桥

据了解， 本次工程将对沙面岛

的内部交通网络进行重新梳理，在

沙面打造慢道交通系统。 荔湾区表

示， 未来计划制定沙面岛停车许可

证制度，严控外来车辆上岛。仅保留

白天鹅宾馆、 胜利宾馆以及部分企

事业单位共105个配建停车位，取消

岛内的地面停车场以及部分单位的

专用车泊位。记者了解到，未来荔湾

区将梳理出一条全长约4.6公里的

西岸游赏径，西起荔湾湖，东至海珠

广场，途中行经恩宁路永庆坊、清平

药材市场、沙面、沿江西路等地，沙

面岛内部交通网络梳理是其中一项

重要工作。

为配合车辆管制措施， 荔湾区

计划在黄沙水产市场搬迁后利用部

分地块建设外围截流停车场， 利用

黄沙码头前广场打造交通转换枢

纽。

此外， 为了方便游客游览沙面

岛， 未来沙面与地铁文化公园站之

间将新建一条过河天桥。 届时游客

从地铁文化公园站E出口出来后，可

走人行天桥直达沙面岛。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丹 通讯

员 关月燕 ）

天河区元岗街的长者

有福了， 现在元岗街又新成立了一

个老人配餐点， 就在中人社区千禧

花园星光老年之家。据悉，目前该街

道共设4个配餐点，全方位为辖内老

人提供服务。

据了解， 位于千禧花园内的新

配餐点有116平方米，可以为25位老

人提供现场就餐， 用餐时间为每周

一至周五中午11点至12点半。 为庆

祝新配餐点成立并搭建长者互动平

台， 日前元岗街道办事处联合元岗

街长者服务中心在这里举办“春回

元岗，耆心共聚”长者茶话会，邀请

社区老人一起就餐畅谈。 长者们纷

纷表示， 配餐助餐点为他们提供了

良好的就餐环境。

记者看到， 配餐有两荤一素一

汤，长者们都觉得饭菜可口。据元岗

街长者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介绍，这

些饭菜都是根据长者的身体状况，

由专业营养师搭配的， 每周都会更

新菜单， 老人还能将饭菜打包回家

食用。 不少长者试吃后均现场报名

参加大配餐服务， 还积极对配餐服

务给予建议。

据介绍， 长者饭堂的餐费标准

普遍为每顿12元。 按照“企业让一

点、政府补一点、慈善捐一点、个人

掏一点” 的原则， 减少老人自费压

力。符合资助政策的本市户籍长者，

60～70岁可享受4元补贴，70岁以上

享受6元补贴，广州市户籍但不是天

河区户籍的，则对应年龄减少3元补

贴， 新申请的长者带上身份证复印

件和户口簿复印件到配餐点找服务

员登记即可。

目前，元岗街共有4个长者配餐

点， 除了新成立的千禧花园星光老

年之家配餐点， 还有下元岗星光老

年之家配餐点、 南兴社区星光老年

之家配餐点和长者服务中心配餐

点。长者可到配餐点找服务员充值，

提前一天到就餐点报名， 第二天带

上长者优待卡或社保卡即可就餐。

普通话版

坐定定

粤语版

粤语释词

拧是扭的意思，古时候男女老少头上都

扎发髻，头脑摇晃时发髻也会跟着动。 如今

引申为形容人摇头晃脑、整蛊作怪的动作。

时报读者 阿

Bart

拧头拧髻

昨天傍晚，惠福路某饭馆，两母子的对

话。

儿子：妈妈，我想吃昨天的那种叉烧饭。

妈妈 ：老是吃这个 ，试一下其他的东西

好不好？ 不如吃鱼啦？

儿子：不想吃鱼，这里的叉烧好吃嘛。

妈妈 ：那一会记得多吃点青菜 ，吃这么

多肉没好处。

儿子：吃完我还想喝一瓶酸奶。

妈妈 ：知道了 。 不要摇头晃脑的 ，坐好

了。 都不知道你从哪里学来的坏习惯。

坐好了

琴日挨晚，惠福路某饭馆，两仔

乸嘅

对

话。

阿仔：妈咪，我想食琴日嗰种叉烧饭。

阿妈 ：成日都系食呢个 ，试下其他嘢得

唔得？ 不如食鱼啦？

阿仔：唔想食鱼，呢度啲叉烧好食啊嘛。

阿妈 ：噉等阵记得食多啲青菜啊 ，食咁

多肉冇益咖。

阿仔：食完我仲想饮支酸奶。

阿妈：知啦。 唔好拧头拧髻，坐定定。 都

唔知你喺边度学返嚟呢啲坏习惯。

白

话

街

事

今后或严控外来车辆开进沙面岛

沙面岛整治提升工程拟斥资3.5亿元，岛内打造慢道交通系统

南沙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崔小远 通

讯 员 南 宣 邱 伟

锐）

昨日上午，广

州市南沙区三届

人大五次会议开

幕， 出席大会的

代表202人。 广州市委常委、南沙区

委书记蔡朝林出席会议。 香港霍英

东集团霍震霆出席大会开幕式，南

沙区政协委员应邀列席会议。 南沙

区常务副区长董可向大会作政府工

作报告。

董可强调，2019年政府工作的

总体要求是， 着力营造国际一流营

商环境和人居环境， 着力构建现代

化产业体系， 着力提升五大门户枢

纽功能，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统筹

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

生、防风险、保稳定各项工作，坚持

不懈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高标准建

设“三区一中心”。

今年南沙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

要预期目标是：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7%，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0%，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可比增长10%， 商品销

售总额增长10%， 进出口总值增长

3%，实际执行时要努力争取更好成

绩； 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

基本同步，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南沙区三届人大五次会议开幕

天河元岗街再添长者饭堂

该街道设 4个配餐点方便辖内老人就餐

朋友圈

发现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罗阳辉 通讯员

蔡思铭 岑柏瀚）

昨日， 由广州市禁毒

办、广州市公安局主办，从化区禁毒办、

从化区公安分局、中山大学南方学院承

办的“建设美丽乡村 拥抱健康人生”平

安禁毒宣讲暨《破毒行者》微电影发布

仪式在中山大学南方学院举行。活动现

场为从化地区高校禁毒志愿者队代表

授旗。 接下来，禁毒志愿者们将承担起

高校禁毒宣传的职责和义务。

从化

《破毒行者》微电影发布

元 岗 街

举 办 长 者 茶

话会 ，邀请社

区 老 人 一 起

就餐畅谈。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