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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卢云龙）

4月

12日，一部以秦兵马俑、司马台长城等

国粹文化为创意元素的视频大片，在

被誉为“世界十字路口”的美国纽约时

代广场户外大楼亮相。

纽约时代广场被称为“世界的十

字路口”， 川流不息的人群为该区域

广告带来每天超过十万人次的曝光，

由此带来的二次网络曝光效应更充满

巨大想象空间。 也因此， 每一次品牌

主在上面的亮相都被认为是向全球市

场展现实力与“秀肌肉” 的信号。

据了解，此次“霸屏”播放的宣传

片中，不仅有将军持槊立高台，红衣女

持剑而舞的画面，更有秦兵马俑、司马

台长城等优秀文化元素的露出。 作为

世界第八大奇迹， 秦兵马俑不仅展现

了春秋战国时期工艺的辉煌， 也再现

了不同凡响的气势。如今，兵马俑作为

我国的文化名片， 正向世界展现着中

国历史悠久的文化形象。

除兵马俑外， 宣传片中取景的司

马台长城， 位于北京市密云区古北水

镇。隆庆二年，明穆宗朱载

垕

为加强北

方军事防务， 特任戚继光为蓟镇总兵

修筑，名为司马台。作为我国唯一保留

明代原貌的古建筑遗址， 司马台于

1987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曾被英

国泰晤士报评为“全球不容错过的25

场风景之首”。

值得注意的是， 根据网络上获取的

信息， 该宣传片并未透露背后品牌主

的信息。外界猜测，这可能是一支为中

国知名旅游景点所制作的宣传片，或

像征途题材的游戏宣传片， 也不排除

是电影宣发方为某部电影新片预热。

秦兵马俑亮相纽约时代广场

一部以秦兵马俑等为元素的视频亮相纽约时代广场。

信息时报讯（记者

崔小远 通讯员 花宣 ）

周末，来花都赤坭畅玩

春耕节吧。“大美赤坭·

绿色发展”———花都赤

坭春耕节将在赤坭镇

蓝田新村九曲河畔油菜花基地开幕。

据悉，花都区赤坭镇将以花都区乡

村振兴发展示范镇为契机，为“打造绿

色人居、发展绿色经济、加速绿色崛起”

新赤坭提供旅游产业支撑。

活动现场，300 多亩金灿灿油菜花

开，彩旗箩帐簇拥，龙狮鼓乐相随。活动

现场， 主办方设置多个农耕模拟场景，

游客可以操作犁耙等耕田工具，体验春

耕的场景，享受农耕乐趣。

信息时报讯 （记

者 李丹）

港澳青年来

天河创业福利多多，

不仅工作上可获得政

策、 资金、 平台等扶

持， 在生活上也能安

居无忧。 为助力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天河区通过强化政策扶

持、打造服务平台、推进创业基地建设

等，全方位支持港澳青年创新创业。

在政策扶持方面，天河区以《天河

区“01+1+8” 产业扶持及科技创新政

策》为依托，在全市率先出台《广州市天

河区推动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发展实施

办法》，支持港澳青年创业，对通过天英

汇国际创新创业大赛港澳赛区大赛申

报的项目， 给予 10 万元人民币落户奖

励， 和最高 10 万元人民币租金补贴两

项支持， 目前已有 10 个港澳项目获得

资金补贴。

据了解，天河区还建立了由区委常

委、统战部部长任召集人，支持港澳青

年创新创业的联席会议制度。定期研究

港澳青年双创工作，了解港澳青年创新

创业的现实状况、行业特点、运作模式

等信息。在人才引进、创业就业、小微企

业优惠政策等方面，对港澳青年予以全

方位扶持， 为创新创业提供“绿色通

道”，将项目落地时间由减到 10 天。

“港澳青年来内地发展， 工作和生

活中都会遇到很多困惑。幸好有港澳青

年之家这个平台，帮我们了解内地的办

事流程，少走弯路。”广州诚明仓储有限

公司创始人王赋源介绍。 据了解，天河

区港澳青年之家由港澳青年组成的民

办非企组织，目前在暨南大学设立工作

站，共有兼职服务团队 8 个，创业导师

11 名，科技、创业服务人员 33 名，会员

500 多人。 港澳青年之家积极对接粤港

澳有关社团、港澳青年，定期举行联谊

活动，接待港澳青年 4000 多人次。

为高质量推动项目孵化，天河区在

众创空间、孵化器优先设立港澳青年创

新创业基地。目前已设专创·众创空间、

寰图·办公空间、TIMETABLE 精品联

合办公 3 个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为

会员提供 3 个月免费办公场所使用，青

年公寓半价优惠，信息的免费咨询。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欣煦 ）

日

前， 鹤翔路 38 号楼加装电梯安装完成

并验收合格， 正式开始试用。 据了解，

等电梯使用登记证到手， 街坊们便可

以启动申请十万元补贴。

记者日前来到鹤翔路 38 号， 没有

看到新建的电梯井， 却在楼缝之间看

到一条崭新的玻璃栈道。 原来， 鹤翔

路 38 号的电梯是异型梯， 巧妙地利用

了楼宇自带的空间内嵌于楼缝之中，

钢玻璃结构让电梯既美观又实用。

据街坊介绍， 电梯内嵌式的设计，

一开始其实是出于无奈。 电梯筹备组

成员欧叔说， 早在三年前， 街坊就有

了申请加装电梯的想法并成立了筹备

组。 但 38 号楼地理位置特殊， 门前便

是消防通道， 而且与隔壁楼楼间距小，

若采用外伸电梯井会影响邻居采光，

于是计划被否决。 筹备组只能从异型

梯设计方面下手。

然而， 筹备组的“异型梯” 的构

想被多家电梯公司拒绝， 直至一位广

船老员工住户找到广船帮忙定制后，

加装电梯才顺利开工。 据悉， 该楼将

原本的楼梯间爆改成电梯间， 并借助

原来楼宇间的空隙打造电梯井。

采用全钢玻璃结构，既是为了节省

墙体空间， 让电梯能容纳更多的人，同

时玻璃结构巧妙让采光更通透，起到美

观的效果。 据悉，虽然因为地理环境的

限制，38 号楼的加装电梯选用了小型

电梯，一次仅够六人同时上下，但为方

便腿脚不方便而需要坐轮椅的街坊出

入，特意将电梯门做宽了五厘米，非常

人性化。

据城管科负责人介绍道， 鹤翔路

38 号电梯成功运行后， 小区完成了全

小区 100%加装电梯的改造。 从中离不

开街道对“百梯万人”项目的大力推进，

也少不了街坊们的建言献策，加装过程

中的不断跟进，奔走策划。

港澳青年来天河创业有“家”可依

———获政策、资金、平台等全方位扶持

历时3年，鹤翔路38号最美加装电梯正式试用

街坊献策，将楼梯间爆改成玻璃“栈道”

普通话版

南沙大桥

粤语版

清明前夕，环市路某餐厅，两位

大叔的对话。

男

A

：南沙大桥通车喔 ，什么时

候有空走一趟啊？

男

B

：什么桥？ 在哪里啊？

男

A

： 就是之前说的虎门二桥

咯，后来改了名字。

男

B

：那我知道了 ，可以开车去

看一下喔。

男

A

：要不清明放假去啦。

男

B

：别搞 ，到时候肯定人多车

多，塞死了。

男

A

：也对，那就迟一点才去。

南沙大桥

清明前夕，环市路某餐厅，两位

阿叔嘅对话。

男

A

：南沙大桥通车喔 ，几时得

闲走返转啊？

男

B

：咩桥话？ 系边度嘎？

男

A

：咪就系之前讲嘅虎门二桥

咯，后嚟改咗名。

男

B

： 咁我知喇， 可以揸车去睇下

喔。

男

A

：不如清明放假去啦。

男

B

：咪搞，到时肯定人多车多，

打晒蛇饼。

男

A

：都啱嘅，咁就迟啲先去。

白

话

街

事

赤坭春耕节周六开锣

粤语释词

形象生动是粤语的一大特点，很

多粤语词语常常会情景化，“打蛇饼”

就是用“像蛇一样盘成了饼状”这种情

景，形容有很多人在排队，弯弯曲曲。

常用于比喻排队等候的人或车很多。

每天看时报的熊仔

打蛇饼

这条楼缝间的玻璃 “栈道 ”， 是

鹤翔路

83

号新加装的电梯。

信息时报记者 李欣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