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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话版

高考

粤语版

粤语释词

形容人长时间看书学习，用

功读书。“咪书”一词中，“咪”本

字为“目勿”，有长时间看的意思。

因此，“咪书”便有人长时间读书

之意。 此外，粤语中的“温书”也

表示学习、复习的意思。

每天看时报的熊仔

咪书

前天下午， 滨江东路某小

区，两位师奶的对话。

女

A

： 好像这个星期高考

喔，你孩子怎么样啊？

女

B

： 他今年才升高二 ，哪

有这么快。

女

A

：那倒还好 ，不用那么

紧张，但再过两年就不是这样说

了。

女

B

：我楼下那一户 ，女儿

就是今年高考，听说每晚都在温

习。

女

A

：是啊 ，现在的孩子读

书也挺辛苦，压力好大。

女

B

：有啥办法 ，考得好可

以去一个好大学，考不好就麻烦

啦。

女

A

： 所以我们做家长的，

就希望他们懂事一点啦。

高考

前日晏昼， 滨江东路某小

区，两位师奶

嘅

对话。

女

A

： 好似呢个礼拜高考

喔，你细路点啊？

女

B

： 佢今年先升高二，边

有咁快。

女

A

：咁都好啲 ，唔使咁紧

张 ， 不过再过两年就唔系咁讲

喇。

女

B

：我楼下嗰户 ，个女就

系今年高考，听讲晚晚都系度咪

书。

女

A

：系啊 ，而家啲细路读

书都几辛苦，压力好大。

女

B

：有咩办法 ，考得好可

以去个好大学 ， 考唔好就麻烦

喇。

女

A

： 所以我哋做家长嘅，

望就望佢哋生性啲啦。

白

话

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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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骆）

昨日，

“非遗保护， 你我同行———番禺区 2019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活动在余荫山房

举行。 番禺区部分非遗项目代表和传承

人以及各镇街文化体育服务中心负责人

及市民群众超百人参加了本次活动。

广彩瓷烧制技艺等非遗项目展示

活动现场既有 《番禺区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展》 以及番禺区部

分非遗项目的展演和展示， 还进行了区

级非遗传承基地的颁牌仪式。

在项目展演方面， 主要由广州市粤

剧传统教育特色学校南村镇罗边小学的

民乐队、 粤曲队和武术队分别为现场观

众表演广东音乐 《娱乐升平》 和 《校园

欢歌》、 粤曲 《岭南英才传绣·翘》 以及

南家拳武术等节目； 活动非遗项目展示

区共有番禺区的 9 个非遗代表性项目与

现场游客互动， 展示岭南传统技艺。 其

中， 既有国家级项目广彩瓷烧制技艺和

潘高寿传统中药文化， 也有省级项目沙

湾水牛奶传统小食制作技艺、 上

漖

龙舟

制作技艺、 广式硬木家具制作技艺和市

级项目广绣， 还有区级项目番禺灰塑、

龙船头尾雕刻工艺、 员岗飘色。

昨天活动免费向市民开放

据了解， 6 月 8 日是文化和自然遗

产日， 是宣传文物保护理念、 推进文化

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平台。 昨天的活

动， 番禺区将区内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融入古香古色的国家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余荫山房， 并且免费向广大市民

开放， 目的除增强市民群众对文物和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 弘扬传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外， 还以文商旅融合的

方式， 用岭南文化充实旅游景区， 同时

通过旅游业带动岭南传统手工业的传承

和发展。

记者还了解到， 未来， 番禺区文化

广电旅游体育局将借助创建国家全域旅

游示范区东风， 充分利用番禺的有利地

理条件， 探索更多文商旅融合的模式，

提高“岭南古邑、 粤韵番禺” 在粤港澳

地区的知晓率和美誉度， 打造岭南文化

传承新高地。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诗敏 通讯员

云宣）

昨日， 白云区穗港澳龙舟邀请赛

暨人和镇第二届鸦湖乡洪圣庙龙舟竞渡

及文化交流活动在锣鼓喧天中拉开帷

幕，一年一度的鸦湖景热闹上演。今年有

来自香港和澳门的龙舟队参与， 龙舟数

量达 50 条，创鸦湖景历年之最。 人和镇

独具魅力的龙舟文化更是吸引了英国、

澳大利亚等国家龙舟队的高度关注，组

成百人观摩团前来观摩交流。

50条龙舟同台竞技

据了解，人和镇“扒龙舟”的最早记

录已无法查证，但在已知几百年的“扒龙

舟”历史中，人和镇完整地保留了传统龙

舟文化，从农历四月初八起龙舟，到农历

五月初一、初三、初七，蚌湖、鸦湖、高增

三个传统龙舟景， 再到农历五月初八藏

龙舟，以及“龙舟宴”都与几百年前一样，

而今年的龙舟竞渡活动，可谓更具特色。

据介绍， 今年人和镇鸦湖景龙舟邀

请赛设有传统龙和标准龙 500 米竞渡两

轮竞渡， 现场还有彩龙巡游环节。

据了解， 此次鸦湖景龙舟竞渡活动

聚集了周边地区的龙舟队， 还有香港、

澳门龙舟队参与， 龙舟数量达到 50 条，

规模创鸦湖景历年之最。 当天更有由英

国、 澳大利亚、 孟加拉国、 尼日利亚等

国家龙舟队组成的百人观摩团现场观

战， 看百舸水中争流， 领略独特龙舟文

化。

万名华侨前来参与

据人和镇党委副书记刘果介绍，今

年鸦湖景龙舟竞渡重在“龙舟会友”，除

了有本镇及国际龙舟队的正式队员参与

外，还邀请了镇内的优秀共产党员、优秀

村社干部、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等各条

战线的先进和贫困家庭、 侨领代表等下

船扒龙舟，共同感受节日盛事，通过举办

系列龙舟文化交流活动，促进当地村风、

民风的进一步好转， 推动文化综合实力

出新出彩。“此次活动吸引近万名华侨从

世界各地赶回参与， 人和镇希望借此机

会向广大居民群众和归国华侨展示人和

最大的工作热情、最饱满的精神面貌、最

优美的城镇环境、最佳的竞技状态。 ”

“村里会扒龙舟的人几乎断代了，年

纪大的基本上已经不能参与竞渡了，20

多岁的年轻人基本上都不会扒龙舟。”人

和村龙船会会长骆剑锋表示， 为了更好

传承龙舟文化， 今年该村约有 180 人参

加龙舟训练，一批年轻人学会了扒龙舟，

文化传统得到了继承，村风进一步好转，

凝聚力进一步增强。

作为鸦湖景龙舟赛的东道主， 鸦湖

乡除了展示鸦湖龙舟的竞渡实力， 更希

望展示鸦湖乡的传统龙舟文化。 鸦湖一

二社龙船会船长沈汉华表示，“鸦湖乡扒

龙舟的历史至少已经几百年了， 我们鸦

湖一二社的龙舟曾经赫赫有名，在广州、

南海甚至清远等地都是屡屡获胜。但是，

现在扒龙舟更多注重龙舟的团结精神，

在日常的训练、比赛当中，村与村之间加

强了互动、友谊、团结，我们希望通过龙

舟竞渡展示敢于开拓、团结协作、奋勇争

先的人和精神，在新的时代展示新面貌，

实现新作为。 ”

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通讯员

云宣 刘娅）

昨日， 白云区公益林补种

复绿基地在白云区太和镇穗丰村举行揭

牌仪式，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 的理念， 助力白云生态建设。

为解决打击犯罪与环境修复工作脱

节， 补种、 复绿工作缺乏完善的制度衔

接和执行平台支持等问题， 白云区委政

法委牵头， 区法院、 区检察院及林业管

理部门共同推动在毁林案件中开展补种

复绿工作， 建立公益林， 旨在积极探索

生态恢复性司法工作机制， 有效挽回生

态破坏所造成的损失， 确保受损森林资

源得以及时修复， 实现打击与保护的双

重目标， 促进白云区生态植被修复。 基

地的成功建立， 是白云区对公益诉讼工

作和生态恢复性司法模式的积极探索。

白云区检察院推进“法律监督+恢

复性司法实践+社会综合治理” 生态检

察模式， 针对生态环境领域的突出问题

依法有序推进环境资源公益诉讼工作。

白云区举行穗港澳龙舟邀请赛

50条龙舟竞技 创鸦湖景历年之最

白云区举行公益林补种复绿基地揭牌仪式

非遗项目“走进”余荫山房

上漖龙舟制作技艺现场有得睇

活动现场， 市民在参观传统龙舟制

作的模型。 信息时报记者 徐敏 摄

白云区穗港澳

龙舟邀请赛比赛现

场。 信息时报记者

郭柯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