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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话版

追女仔

粤语版

粤语释词

直译为走过桥，在粤语中，常引

申为借某人达到某种目的。

过桥

上周六晚，建设六马路某餐厅，

两位帅哥的对话。

男

A

：你这家伙，这么好喊我出

来吃饭。

男

B

：想念你啊。

男

A

：你吹牛吧，就只有我们两

个？

男

B

：不是啊，还有

Jessica

跟阿

珊。

男

A

： 哦， 原来是对某人有意

思，拿我当幌子。

男

B

：大家兄弟，心知肚明啦。

男

A

：行啦，到时候制造机会给

你啦。

追女孩子

上礼拜六晚， 建设六马路某餐

厅，两位靓仔

嘅

对话。

男

A

：你条友，咁好死嗌我出嚟

食饭。

男

B

：挂住你啊嘛。

男

A

：你吹啦，就得我哋两个？

男

B

：唔系啊 ，仲有

Jessica

同阿

珊。

男

A

： 哦， 原嚟系对某人有意

思，借我过桥。

男

B

：大家兄弟，心照啦。

男

A

：得啦，到时制造机会俾你

啦。

白

话

街

事

在粤语中经常用到， 意思是两

心对照、相知默契，指彼此心里明白

却不公开说出来， 也指互相之间明

白或共同认可一件事物， 做出相同

的判断。 实际上，和普通话“心照不

宣”中的“心照”意思一致。

每天看时报的熊仔

心照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丹 ）

昨日下午 3 时，天

河区公办幼儿园开始进

行电脑派位。 目前，天河

区共有 53 所区教育部门

举办的公办园

（区）

，全区

电脑派位招生总计划为

1314 人 ， 报 名 总 人数

4707 人 。 今年全区平均中签率为

27.9%，其中竞争最激烈的公办园 23 人

抢一位。

昨日下午 3 时，2018 年天河区教育

部门办幼儿园电脑派位现场会在天河

区教育局会议室举行。 据了解，由于小

区业主子女数量众多，今年天河区枫叶

幼儿园俊华园区、龙口中路幼儿园芳景

园区、华港幼儿园、东方熹园幼儿园、珠

江新城猎德幼儿园等 9 所幼儿园，直接

面向本区户籍小区业主子女通过电脑

派位

（或摇珠）

进行招录，无剩余学位面

向社会电脑随机派位。 该区其他 44 所

公办园

（区）

参与电脑派位。

今年天河区平均中签率为 27.9%，

高于去年的 18.6%， 这与今年天河区增

加 18 所公办园区有很大关系。 如今，天

河区属公办幼儿园园区由原来 35 个增

至 53 个，增幅达 51.4%，在园幼儿学位

数将由 7260 个增至 11220 个， 增幅达

54.6%。

据了解，今年竞争最为激烈的属天

河区昌乐幼儿园，该园面向社会进行随

机电脑派位的学位仅 1 个， 却有 23 人

报名，也就是 23 个人抢唯一一个学位。

天河区盈溪幼儿园汇彩园区、骏景雅乐

幼儿园稚雅园区、广州市幼儿师范学校

附属幼儿园的报名也相当火爆，录取比

分别为 1:10.25，1:9.5，1:7.7。

根据安排，5 月 17 日至 19 日，凡经

电脑随机派位录取的幼儿父(

母

)或其他

法定监护人， 按照幼儿园的通知和要

求，带着小朋友以及相关证明材料到幼

儿园办理资格审核和注册。 教育部门办

幼儿园于将于 6 月 1 日前发出《新生录

取通知书》。

天河区今年增加18所公办园，44所公办园参与电脑派位

今年公办园摇号中签率27.9%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张玉琴 欧嘉福 见习记者

刘俊 通讯员 林韵仪）

昨

日上午，位于越秀区的锦

城花园公交总站停靠了

一辆特殊的公交车，它不

仅全身红彤彤、 喜气洋

洋， 从外到内还布满丰富的党建元素。

原来，它不是普通的公交车，而是由越

秀区梅花村街东风二社区党委与广州

公交集团一汽公司党委携手共建的“社

区红巴·梅花号”，也是双方的“党群之

家”。

昨日上午， 随着“友爱进社区”

主题活动暨“党群之家 ” 的揭幕 ，

“社区红巴·梅花号” 正式启用。 车厢

里， 除了前排两侧还保留公交车的座

位， 其他的位置均进行了改造， 呈现

一个能量满满的党建主题车厢。 墙上

黑白、 斑驳的老照片向大家讲述着广

州公交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到

新时代绿色、 智能的发展历程， 展现

了一代代公交员工坚定自信、 砥砺前

行的风貌 。 主题车厢作为“党群之

家”， 同时具备学习功能， 车内配备了

50 寸教学电视， 定制了书柜、 书台。

活动上，东风二社区党委还赠送了

大量内容丰富的书籍，方寸车厢俨然成

为一个小图书馆。 这些书籍同时也向社

区居民免费开放借阅，使“党群之家”成

为社区便民服务点。

据了解，广州市公交集团一汽公司

超过 70%的中共党员散布在全市 186

条公交线路中。“‘党群之家’的投入使

用，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开展学习的场地

难题， 更重要的是让我们找到了归属

感。 ” 2 路线庄车长介绍说。

“社区红巴”开进梅花村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琴）

荔湾区站前街辖内

有许多散户， 有较多的出

租屋， 却没有固定的物业

管理处， 这给环卫站收费

带来了难题。近日，这个问

题得到有效解决！ 5 月 13

日下午， 在陈岗路富力君

湖华庭，站前街道办事处举办了“不忘初

心牢记殷殷嘱托，勤练‘绣花功夫’出新

出彩”———站前街环卫保洁二维码收费

启动仪式， 宣布即日起正式启用二维码

收费。据了解，站前街是全荔湾区乃至全

广州市首创性进行环卫保洁二维码收费

的街道， 并为此成立了环卫保洁扫码收

费服务队。

多年来，站前街辖内个体商户、居民

家庭、出租屋的环卫保洁服务费、垃圾处

理费，相当一部分是采用现金缴费方式，

经常产生现金找零不便、钞票鉴别麻烦、

收费资金安全等问题， 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环卫保洁服务管理质量水平。 为了

切实解决这件民生“烦心事”，站前街党

工委、办事处经过前期调查研究，在与金

融机构沟通协商后， 创新推出环卫保洁

二维码收费服务。

“每个季度， 近 8000 户的卫生费用

都要上门收取， 而现金的找零给上门收

费增加了操作的复杂性。 二维码收费将

这些复杂的手续大大简化， 给我们环卫

站减轻了不少压力。 ” 站前街环卫站站

长陈胜章说道。

站前街首创环卫保洁二维码收费模式

扫码可交保洁费，真方便！

@站前街坊，

缴费牢记这几步

“社区红巴·梅花号”昨日正式启用。 信息时报记者 张玉琴 摄

第

1

步：

核实收费人身份。收费人员

必须持有加盖“广州市荔湾区站

前街道市容环境卫生站”公章的

工作证，收费时出示中国建设银

行印的二维码卡片。

第

2

步：

核实无误后，用微信或者支

付宝扫描二维码，再次核对收费

单位是“广州市荔湾区站前街道

市容环境卫生站”。

第

3

步：

支付完成后，立即向收费人

员展示支付成功页面，并索要发

票。

启动仪式现场， 居民体验二维码缴

费。 信息时报记者 梁钜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