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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话版

揾锁匙

粤语版

粤语释词

扽

（

dan6

，音近“ 炖 ”）

，迅速

有力地拉动、 抖动或拉紧的意

思。 粤语中有一句歇后语：“鞋栊

沙———扽干扽净至安乐”，用来形

容人挥霍无度，不将手头的钱财

用尽不会心安。

时报读者 珍姐

扽

某天下午， 南岸路公交站，

两夫妻的对话。

妻子 ：你摸来摸去 ，到底找

什么呢？

丈夫 ： 总是觉得有东西没

带。

妻子 ：钥匙 、钱包 、手机 ，就

是这几样，没带什么啊？

丈夫 ：对了 ，公司那串钥匙

好像没有。

妻子 ：你认真找找 ，抖抖衣

服的袋子看看。

丈夫 ：真的没有 ，只是带了

家里的钥匙。

妻子 ：成天都这样 ，一出门

就丢三落四。 回家拿？

丈夫 ：嗯 ，你自己坐车先走

吧。

找钥匙

某日晏昼， 南岸路公交站，

两公婆嘅对话。

老婆 ：你摸嚟摸去 ，到底揾

乜啫？

老公 ： 硬系觉得有样嘢冇

带。

老婆 ：锁匙 、银包 、手机 ，系

呢几样啫，冇带乜啊？

老公 ：系喇 ，公司抽锁匙好

似冇咗。

老婆 ：你揾真啲 ，扽下啲衫

袋睇下。

老公 ：真系冇 ，净系带咗屋

企锁匙。

老婆 ：成日都系咁嘅 ，出亲

门口都丢三落四。 返屋企攞？

老公 ：嗯 ，你自己搭车走先

啦。

白

话

街

事

白云

花都

南沙

区区无小事 /见咩讲咩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崔小远 通讯员 花宣 ）

融创文旅城本周六就要

开业啦！ 从今日起，12

条直通广州融创文旅城

的巴士专线将开通方便

市民出行。记者了解到，

目前， 花都区正积极强化全区道路交通

主干网络建设， 加强区内道路与高速公

路接驳，积极谋划建设道路交通主干网，

构建完善花都外环线， 畅通文旅城周边

交通网络。

近日， 广州融创乐园与广州公交集

团第二公共汽车有限公司

（ 下称“ 二汽公

司”）

举行签约仪式。 二汽公司将陆续开

行广州南站、深圳、珠海等12条直通广州

融创文旅城的巴士专线， 打通粤港澳大

湾区居民到融创文旅城的游玩路线。

据了解，这12条景区直通巴士专线，

分别在广州以太广场、广州东站、广州南

站、增城、从化、番禺、南海以及深圳、中

山、珠海、惠州等地设置了融创旅游专线

上下客点。方便乘客直达广州融创乐园、

融创茂、融创酒店群等旅游娱乐目的地。

此外， 二汽公司还同步优化701线、711

线、花70A、花75A、花76A等5条广州市区

和花都区内公交线路， 为游客提供无缝

接驳服务。

为提升游客服务体验， 二汽公司与

广州融创乐园合作推行“一键支付、一键

游玩”服务，游客可通过“广州融创乐园”

“绿色出行部落”“如约城际巴士”“快达

国旅”等微信公众号预订车票、景区门票

以及酒店住宿服务。据悉，前期提前预约

车票、门票优惠更多。

据介绍， 广州融创乐园游玩亮点有

华南最大室内滑雪场———广州融创雪世

界； 华南首家室内全时恒温水乐园———

广州融创水世界； 大型娱乐生活体验中

心———融创茂、 融创堇山酒店等度假酒

店群。 此外， 广州融创体育世界、 滨湖

酒吧街和广州融创大剧院也将陆续开

业。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诗敏 通讯员 云宣 郑

少敏）

近日，有细心的居

民发现， 白云区棠景街

水边街的 100 多个井盖

穿上了彩色“衣服”，变成一幅

幅有创意的井盖画，让老街焕然一新。

原来，这些涂鸦出自一群孩子之手。

自5月19日以来，白云区棠景街党群服务

中心、社工联合广东省智慧青少年宫，举

办“YOUNG出彩：献礼我的祖国”大型

社区涂鸦公益活动， 吸引了近50名小志

愿者参加。记者看到，在智慧青少年宫美

术老师指导下，萌娃们为井盖刷底色、铺

背景、勾轮廓。“富强”“民主”“文明”“敬

业” ……一幅幅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为主题的彩色涂鸦造型跃然于井盖上。

受雨天的影响， 此次井盖画创作活

动持续半个月， 是萌娃们利用课余时间

“蹲点”完成的。 虽然每幅作品至少都要

花 3 个小时才能完成， 但小朋友们却乐

在其中。“对井盖进行彩绘美化，让孩子

们感受到艺术就在身边。同时，涂鸦画也

可以在社区内营造积极向上的文化氛

围。 ”广东省智慧青少年宫负责人表示。

从水边街头一眼望去， 原本平淡无

奇的井盖如今色彩饱和又富有创意，成

为社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社区居民李

伯对此次涂鸦活动非常认同：“井盖修好

了， 鲜艳的涂鸦也能起到提醒安全隐患

的作用， 这些井盖更给老社区新添了活

力！ ”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崔小远 通讯员 南宣 ）

今

后在南沙， 不需更换 5G

手机， 市民们就可体验

5G 网络的便利。昨日，南

沙区政务服务数据管理

局在南沙区政务中心上线推行 5G 网络

覆盖试点。记者了解到，这是全国首个推

行 5G 政务应用的政务中心。

记者了解到， 南沙政务中心在 1~3

楼各设置两台 CPE 设备， 将接收的 5G

信号转化为 WiFi，市民通过 WiFi 接入，

即可享受 5G 网络带来的便利， 每个楼

层可承受 200 人同时连 5G WiFi。 据悉，

5G 网络的推广能为办事群众提供免费

的便民网络， 尤其是需要下载或上传占

用空间较大的文档时， 用时秒速就可完

成，相当高效。

现场，工作人员以办理人社局的“集

体合同备案”事项为例示范登录“南沙政

务”微信公众号，进入“我要办事”“集体

合同备案”，完成填写办事人信息，上传

材料等步骤。 记者看到，在4G网络下，该

流程约需40秒，而在5G网络下仅需几秒，

办事效率大幅提升。 南沙区政务服务数

据管理局工作人员李鳌介绍，5G网络的

流畅性还体现在“微警认证”办理人脸识

方面，“办事群众在微警认证服务平台使

用5G网络进行人脸识别，大幅缩短认证

流程的时间， 几秒就能快速完成刷脸认

证，免身份证办事更加便利。 ”

据介绍，下一步，南沙区政务服务数

据管理局加快建设“5G+政务服务”，将

5G 网络覆盖于更多技术领域，搭建“政

务服务高速公路快车道”。

融创文旅城本周六开门迎客，今起12条直通巴士开通

想去花都滑雪？ 东站有直通巴士可乘

萌娃涂鸦，为井盖穿“新衣”

全国首个5G政务应用政务中心昨日南沙上线

来南沙连5G�WiFi��体验政务“秒办”

广州南

站开往融创

的 直 达 公

交。

通讯员供图

井盖画让参

与绘画的小朋友

乐在其中， 也让

社区面貌焕然一

新。

信息时报记者

刘诗敏 摄

昨日， 南沙在政务服务中心开放首

个

5G

网络试点体验区。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