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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车

陂的广氮新街市、 车陂十五社市场等

菜市场买菜，街坊会发现，这里与几年

前大不一样。不见了以往的脏乱差，取

而代之的是整洁明亮的环境。 这些市

场的变化， 都源于成长于车陂的本土

企业———广州锦达信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参与的改造， 梁丽娥就是这家民营

企业的创办人。一路走来，她带领企业

参与“三旧改造”项目，让旧物业焕发

新生命。

创立公司专注旧物业改造

“我就是车陂人，所以企业也是在

车陂这片沃土成长起来的。 ” 梁丽娥

说。2011 年，她与从事物业管理的股东

们一起成立了广州锦达信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 取名“锦达信”，寓意“通过诚

信做事来赢得奖赏”。 所以，锦达信从

一开始就坚持“以信立业”。 时值广州

的城市更新改造不断推进， 城市中心

逐渐东移， 梁丽娥希望改变传统的物

业经营模式， 通过旧物业再造实现增

值增效。

据梁丽娥介绍， 公司成立后承接

的第一个项目是天河区的吉山商业大

厦。这里原来是一栋破旧的写字楼，设

施老旧，租客流失。梁丽娥根据当地的

需求给物业重新定位， 引进最先进的

设计团队，投入重金进行全面改造，让

它焕发新活力。 改造后的吉山商业大

厦，立即吸引了新老租户入驻，完美实

现初定目标。

首战告捷后， 锦达信承接了雅景

大广场、东景广场等 20 多个三旧改造

项目。 截至目前， 锦达信将一批旧厂

房、旧楼改造成产业园、工业园、孵化

器、青年公寓，成为城市更新改造的一

支生力军。

改造旧菜市场引领新标准

成功改造一个又一个旧厂房、旧

楼之后，梁丽娥发现，在天河不少城中

村里，肉菜市场基础设施不足，卫生状

况差， 严重影响街坊的买菜体验。 于

是，她带领公司介入旧菜市场的改造。

菜市场的改造要复杂得多， 不但投入

高产出慢，还要协调居民、档主、业主

等各方面的利益， 并且必须符合政府

的规范，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但

她毅然揽了下来。

“菜市场是民生工程，既然做就要

做天河最好的肉菜市场。 我们还特地

去了东川新街市考察。 ”2014 年，在成

功竞得车陂综合市场后， 锦达信开始

以东川新街市为标准， 改造车陂综合

市场。 经过几个月的重金改造，“广氮

新街市”横空出世，曾经污水横流、灯

光昏暗、狭窄拥挤的菜市场变得“高大

上”：灯光明亮，宽敞舒适，地面干净整

洁，环境堪比超市。

广氮新街市一开业， 立即引来居

民的交口称赞， 这也成为引领天河菜

市场新标准的样板。随后，锦达信还介

入了车陂十五社市场、车陂四社市场、

黄埔大沙东市场、 棠发市场及猎德肉

菜市场的改造。 对每个市场的改造，梁

丽娥都将项目从头跟到尾， 力求改造

的每一个市场都成为周边市场的范

本。

党建引领帮扶困难群体

在企业发展壮大的同时， 梁丽娥

还坚持以党建引领企业发展， 发挥企

业党支部的作用，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公司不断吸收社区‘4050’人员进入

企业，帮助他们就业，让他们的家庭更

幸福。 ”梁丽娥介绍，目前，锦达信正式

员工有200多人， 其中， 来自社区的

“4050”人员几乎占了管理人员的70%。

除了帮助社区人员就业， 锦达信

党支部还主动帮扶社会困难群体，组

织党员多次到中山一院、 广医二院等

医院探望白血病儿童， 鼓励他们战胜

病魔，为他们送上礼物。 去年，梁丽娥

担任车陂街西华社区大党委委员，

定期组织党员探望社区 80 岁以上

的老人，为老人送去油和米。

8 年来， 梁丽娥带领企业积极

参与“三救改造”，服务实业、服务

创业、服务青年、服务居民。 如今的

她还担任着广州市肉菜市场行业

党委委员、 广州市肉菜市场协

会副会长等职务， 为车陂乃至

广州创造宜居宜业的生活

环境积极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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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梁丽娥

，车陂走出的优秀女企业家，也是车陂街西华社区大党委委员。

2011

年创办了

广州锦达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专注于“三旧改造”项目

车陂优秀企业家梁丽娥赋予旧物业新生命，以信立业服务车陂

“既然做，就要做天河最好的肉菜市场”

梁丽娥近照。 受访者供图

人物：

梁昭武

，车陂龙舟队鼓手

他，一年365天都在“玩龙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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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1 日，车陂街读书会

第 8 场活动在车陂街图

书馆举行，本次活动主题是“车陂好，

车陂美！ 又有龙船又有戏”。 临近端午

节， 车陂街读书会带领书友们走进车

陂龙舟文化的“前世今生”，感受车陂

龙舟人的深厚情怀。 这次活动邀请了

一位特别的嘉宾，他就是梁昭武，一位

自小开始“玩龙船”的“龙痴”，现在车

陂龙舟队担任鼓手。

自小爱扒船成龙舟“灵魂”

梁昭武是车陂沙美梁氏族人。 沙

美社区辖内正好流淌着一段车陂涌支

流， 在这里长大的孩子几乎都懂得水

性。 据梁昭武自述，他从四五岁起就被

爸爸带到龙船上玩，可以说是“在龙船

上长大”。 自此，他爱上扒龙舟活动，一

年 365 天都在玩龙船。

目前， 梁昭武是车陂龙舟队的鼓

手。 他介绍，车陂龙舟上一般有两个鼓

手，一个鼓手看头，一个鼓手看尾，两

个鼓手一起打鼓， 场面好看。 在他眼

中， 好看不是最重要的，“鼓手更是一

支队伍的灵魂”。

“

（鼓手）

把握着整支队伍的节奏，

负责带动大家的士气。 ”梁昭武说，别

看打鼓很容易， 在扒仔划龙船的过程

中， 鼓手要有感应船的速度和节奏的

敏锐性， 适时提高整条龙船扒仔的兴

奋度，把扒仔们的极限发挥出来，在比

赛中取得好成绩。

勇于尝试多种龙舟“玩龙船”形式

2016 年， 一群热爱龙舟文化的年

轻人组建“车陂龙船会”，一个以车陂

命名的龙舟队伍诞生， 梁昭武成为鼓

手人选。 三年来，梁昭武随队参加了多

场赛事，曾获 2017 年飞渡海珠湖龙舟

赛第一名、2018 年黄埔区龙舟公开赛

中第三名、2018 年广州国际龙舟邀请

赛中第八名等佳绩。 去年 11 月，车陂

龙舟队首次出战国家级别的龙舟赛

事———中华龙舟大赛， 梁昭武凭借多

年经验，淡定发挥，与队友们闯进了决

赛。

爱龙舟爱得痴迷的梁昭武， 不局

限于打鼓， 还愿意尝试更多种“玩龙

船”的形式。去年 3 月 19 日，2018 年度

龙舟活动启动仪式暨“二月二龙抬头”

活动在海珠湖举办， 活动首次增设单

人龙舟项目， 参赛选手将划乘 3.6～5.2

米长的龙舟， 独自掌控速度与方向往

返水道 5 次，完成 5 公里赛事。 让人惊

讶的是， 来自车陂队的鼓手梁昭武也

报名参加了赛事。 他告诉记者，为了准

备这次比赛， 他独自训练了三个月，

“因为喜欢龙舟，所以什么形式都想试

一下。 ”

梁昭武认为，千年古村车陂景美、

水好、人善，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

车陂现在不仅有男子龙舟队， 还有女

子凤船队，150 多年的车陂龙舟文化在

与时俱进，这就是车陂吸引人的地方。

▲

梁昭武参加单人扒龙舟赛事。

茛

梁昭武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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