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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凑米气” 是指闻过饭香气味的

意思，即“吃过饭”的意思。“唔凑米

气”是说一个人不懂事，不懂得人情

世故。粤语中喜欢用“米”“饭”指代一

个人的生活阅历，譬如“我食盐多过

你食米”， 就是说“我的阅历比你丰

富”。

时报读者 珍姐

唔凑米气

某天下午， 南岸路一公交站，两

夫妻的对话。

丈夫 ： 这个周六要回乡下拜山

哦。

妻子：我不去了，那天我要上课，

请不了假。

丈夫： 你不去我妈妈不高兴呢，

请一下假吧。

妻子： 你妈妈不高兴是一定的，

不过肯定不是因为我不去拜山。

丈夫：你想说什么啊，直说吧。

妻子 ：那天你不在家 ，我听到你

妈妈和你哥哥商量买块地。谁知你嫂

子在旁边说什么树葬海葬，又说拜山

都是做给活人看得，人死了什么都不

知道。

丈夫：啊？ 她真的这么说？

妻子：我说你嫂子那人真的不太

懂事 ，虽然我也赞成她的说法，但也

别当着你妈的面说嘛。

扫墓

某日晏昼， 南岸路一公交站，两

公婆

嘅

对话。

老公：今个星期六要返乡下拜山

喔。

老婆 ：我唔去啦 ，嗰日我要去上

课，请唔到假。

老公： 你唔去我阿妈唔高兴啵，

请下假啦。

老婆： 你阿妈唔高兴就梗嘎啦，

不过肯定唔系因为我唔去拜山。

老公：你想讲咩啊，照直讲啦。

老婆 ：嗰日你唔喺屋企 ，我听到

你阿妈同你大佬商量买笪地。点知你

阿嫂喺隔篱讲咩树葬海葬，又话拜山

都系做俾生人睇，人死咗咩都唔知。

老公：吓？ 佢真系咁讲？

老婆：我话你阿嫂份人都唔凑米

气嘅 ，虽然我都赞成佢嘅讲法，但系

都唔好当住你阿妈面讲啦。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琴）

自万科

以551亿元竞得广信“资产包”并完成交

割后，包括越和花鸟鱼虫大世界在内的

花地湾地块的开发一直广受关注。近一

个月以来，万科加紧了“清退”步伐，近

日在花地湾地块部分物业上张贴公告，

要求涉事各方应在收到函件之日起60

日内无条件退出。

房地产商连发公告，要求商户

60日内退出

早前，在花地湾越和花鸟鱼虫大世

界，一则由广州市万溪房地产有限公司

（万科子公司）

联合广东省信托房地产

有限公司发出的公告张贴在大街小巷。

公告要求所有非法占用花地湾地块的

单位和个人， 立即退出所占用的土地，

落款日期为3月18日。

3月29日， 万科旗下的广东省信托

房产开发公司开始在花地湾地块部分

物业上张贴公告，要求涉事各方应在收

到函件之日起60日内无条件退出，归还

所侵占的地块，并拆除该地块上的违法

建设。同时，需按市场标准，计付占用期

间的使用费。逾期不退出造成其他损失

的，全额赔偿。

据此前万科发出的公告显示，广信

房产、 广州分公司部分用地历史久远，

涉及的问题较为复杂，不排除可能出现

土地规划条件变更等影响广信房产、广

州分公司未来经营的情况，公司将积极

与有关主管机关、债权人、小业主等主

体就本次交易标的涉及的历史遗留问

题进行沟通，最大程度减少交易标的历

史遗留问题给公司带来的不利影响。

有商铺紧急清仓有商铺静观其变

昨天下午，记者在越和花鸟鱼虫大

世界看到，有些商铺已经关门，也有不

少商铺门前打出“清仓处理”“低价处

理”“店面转让”等字样。

花鸟鱼虫大世界园艺区档主郭先

生说，类似的告示已经不是第一次看到

了， 今年2月底开始就陆续出现在市场

内。“这一阵子我们很多商户都在商量

讨论着怎么处理， 也都没想好去处，无

奈啊。 ”据了解，郭先生的店铺明年7月

才到期，但是近期看见此类公告后也在

准备着清仓、低价处理。

不远处，另一档主马先生则表示安

心等待上面的文件通知，暂时不作任何

反应。“我们这里的商户和越和管理处

签有合法合同， 受管理处直接管理，早

在万科拍下这块地之前，我们就已经取

得合法营业执照。现在没有收到官方文

件通知，我们都应该静下心等待。 ”

据马先生透露，有不少商户因为这

件事而心慌慌，保安这几天也陆续清理

公告，以免对商场造成影响。“我们大家

都知道早晚要搬迁，但是也要等待合规

的处理。 ”

信息时报讯 （记

者 崔 小 远 通 讯 员

王葳 李天 ）

基础身

体检查、 移动产检、

分娩阵痛挑战……

这样的社区义诊好

贴心。 近日，为充分

发挥党员先锋模范

带头作用和专业技术优势，广医五院派

出40多名党员志愿者到黄埔区怡港社

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党员服务

走基层活动”， 给社区居民送去健康和

温暖。

在义诊现场，省内首部移动产检车

的亮相。 别看外观只是一辆中巴，里面

却是五脏俱全， 不仅拥有四维彩超、胎

心监护、心电图等产检设备，还有独立

的B超检查区、采血区、冷暖空调等人

性化设施。孕35周的马女士是首个进入

产检车的准妈妈，在宽敞、舒适的产检

车里， 医护人员为她进行了四维彩超、

胎心监护、测量体重等产检项目，并针

对马女士的个体情况进行了孕期评估

和保健指导。 整个产检过程仅用30分

钟，马女士的整个产检过程就在家门口

轻松搞定。

“在家门口做孕检实在是太方便

了。 ”马女士告诉记者，“之前在医院做

检查，单位请假难、来回医院跑、排队候

检时间长， 往往连中午饭都吃不好，更

不要说睡好中午觉。 ”

在当天义诊的3个小时里， 就完成

了预约6位准妈妈的产检， 深受准妈妈

们的好评。 记者了解到，“移动产检”服

务是广医五院今年改善群众就医体验

即将推出的一项新举措。

信息时报讯 （记

者 张 玉 琴 通 讯 员

王雪霞 刘思铭 ）

墙

壁重新粉刷、电线重

新铺设、地板砖也换

了……日前，越秀区

梅花村街的麦伯、陈

姨等2户困难家庭，在“协力变家 共建

梅花”项目的支持下，改造了居家环境，

住进了“新家”。

“协力变家 共建梅花”项目从去年

3月开展， 通过对梅花村街道辖区内的

近千户困难家庭进行筛选，最终决定选

出最困难、 最迫切的8户困难家庭先进

行改造，改造内容涉及老旧电线线路改

造、扶手安装、墙体瓷片脱落、房屋整体

改造等方面。 目前，已为其中的两户家

庭进行了改造， 昨天又启动第三户改

造。 据悉，今年也将为其余几户进行居

家环境改造。

“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可以拥有这

么漂亮的一个家，非常感谢社会上的爱

心人士”。昨日下午，记者来到已经搬进

“新家”的陈姨家里，她不停地感叹。

据梅花村街社工服务站的项目负

责人宁社工介绍，在已改造的这两户当

中，陈姨家是工程量最大，花费最多，动

用资源最广的一户。 据了解，陈姨一家

三口是水均社区的低保家庭，她自己是

听力残障人士 ，丈夫患有糖尿病，女儿

还在读书，一家主要的收入来源是靠陈

姨丈夫的退休金以及值班保安等散工

收入，经济拮据。 一家三口蜗居在一间

15平方米的单间里边， 家里电线乱拉、

墙体破损掉灰、 杂物乱堆放等情况严

重，女儿今年虽然已经18岁，但未改造

前，一家三口就一起睡在一个用木板支

撑起来的小阁楼上。

经过改造，陈姨家里的墙被粉刷一

新，地砖、电线都重新铺设，并为其重新

购买了家具，添置了双层床，一家三口

终于不用再一起挤在小阁楼上睡觉了。

黄埔

越秀

花鸟鱼虫大世界真要拆啦？

商户被要求60日内退出，多数商铺近日开始“清仓处理”

梅花村街道协力帮助困难家庭改造居家环境

陈姨一家三口终于不用挤小阁楼了

省内首台移动产检车进社区，可做胎心监护四维彩超B超检查

家门口做产检，半小时搞掂！

记者昨日看到 ，花

鸟鱼虫大世界部分商

铺在清仓甩卖 （圆图为

房地产商公告）。

信息时报记者 胡琴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