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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话版

扮蟹

粤语版

粤语释词

“扮蟹”由“扮嘢”一词演化而

来，意即装模作样。最早的“扮蟹”

是指“绑架”，即歹徒把事主如“绑

蟹”一样捆绑起来。后来有些年轻

人将“扮蟹”和“扮嘢”等同起来频

繁使用，于是就多了“扮嘢”的意

思。还有一句“扮晒鱼虾蟹”，这句

是“扮嘢”的“加强版”。

时报读者 珍姐

扮蟹

某天中午，西华路一餐厅，两

位美女的对话。

A

： 干嘛整天黑着个脸呢，总

是生气很容易老的。

B

： 真的受不了新来的那家

伙，成天在那装模作样的。

A

：办公室，什么人都有的，用

不着生气。

B

：每次下班 ，老板不走他就

不走， 老板一进电梯他就匆匆忙

忙收拾东西。有时老板经过，他又

故意装勤奋看图纸。

A

：你看他这个人不顺眼就什

么都不顺眼的了。

B

：你意思是我对他有偏见。

装模作样

某日中午，西华路一餐厅，两

位靓女嘅对话。

A

：做咩成日黑口黑面啫，嬲

得多好易残嘎。

B

： 真系唔抵得新嚟嗰条友，

成日喺度扮晒蟹。

A

：办公室 ，咩人都有嘎啦 ，

使乜咁劳气。

B

：次次放工 ，老细唔走佢就

唔走， 老细一入电梯佢就拿拿声

执嘢。有时老细行过，佢又专登扮

勤力睇图纸。

A

： 你睇佢个人唔顺眼就样

样都唔顺眼嘎啦。

B

： 你即系话我对佢有偏见

啫。

信息时报讯（记者

卫静雯 ）

近日，记者从

海珠区相关部门获悉，

今年“小候鸟”暑期圆

梦行动已启动。在为期

一个月里，开展包括暑

期圆梦小候鸟，共享唯

爱幸福·家、 第三届“悦读夏令营”暨

“小候鸟”暑期圆梦行动、海珠出彩小

主人结伴小候鸟看广州以及新时代文

明实践所

（ 站）

服务项目四大部分。

据悉，“小候鸟” 暑期课堂旨在为

7~12 岁来穗人员子女提供丰富多彩的

课外体验，为他们实现梦想、健康成长

搭建平台。 除了文化体验课外， 还为

“小候鸟”们量身定制应急培训、非遗

传承、团队拓展等综合性课程。 目前，

全区 20 人以上的“小候鸟”暑期班达

到 83 个，服务“小候鸟”约 1100 余人。

海珠区小候鸟暑期圆梦计划夏令

营在琶洲街建设者之家开营， 共有 50

名小候鸟们齐聚参与。 在青年地带社

工的指令下， 学员们通过互动游戏迅

速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在小主人成长

坊社交礼仪课中， 学员们自行约定本

期夏令营的纪律， 在楼梯处不乱跑乱

走，及时观察周边路口安全。 而海珠区

妇女儿童活动中心的“海珠出彩小主

人结伴小候鸟看广州” 暑期艺术交流

营，吸引了来自海珠、茂名、阳江等多

个省市的 37 名少年儿童参与。 他们在

课程中一起交流音乐， 学习弹奏尤克

里里， 促进了各地少年儿童在音乐的

世界里愉快的交流。

信息时报讯（记者 谭啟菊 通讯员

陈鸿）

7 月 22 日，“阅读经典 创意戏剧”

海珠区图书馆第三届悦读夏令营暨小

候鸟圆梦行动在海珠区少年儿童图书

馆举行了开营仪式，40 多名读者参加

了活动，并排演了名著《西游记》。

开营仪式上，海珠区图书馆工作人

员首先介绍了本届悦读夏令营的主要

内容和日程安排。 随后，授课老师开始

了首日的训练课程———《新西游》 戏剧

创编和排演活动。 在老师的引导下，营

员们通过集体戏剧活动进入西游记故

事的情境。小朋友们分享了自己最喜欢

的《西游记》小说情节，对小说人物进行

分析，并模仿唐僧、孙悟空等角色，即兴

演绎了“石猴出世”等情节。在浓厚的学

习训练氛围中，小朋友们加深了对《西

游记》的理解，也初步学习到戏剧肢体

语言的技巧。“小候鸟” 陈彦禧同学表

示， 这次跟广州的小朋友一起交流，既

结识了新朋友，又学到了新知识，她感

到这个暑假一定会非常充实。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张玉琴 实习生 杨光 通

讯员 刘思铭）

位于越秀

区六榕街司马街 56 号东侧的小广场

上， 附近居民每天都会来这里练拳、打

羽毛球、拉家常……原来，这里由越秀

区民政局牵头的“民生微心愿”项目改

造而成的，将原本杂草丛生的卫生死角

变成了街坊喜欢的小广场。 据悉，截至

今年 6 月底，越秀区 5 个试点街道合计

82 个“微心愿”项目已全部完成，共投入

280 万元。

去年 6 月，越秀区民政局牵头启动

有公众参与的“民生微心愿”项目，选取

光塔街、六榕街、珠光街、北京街和华乐

街 5 个街道为试点。 越秀区民政局有关

负责人表示，这 5 个试点街道的“民生

微心愿”项目，主要集中在工程类、文化

宣传类、服务等。 如六榕街的凉亭坊社

区，在居民的一致表决下，决定将原本

杂物堆积、蚊虫滋生的卫生死角改造为

社区活动小广场。 日前，记者来到现场

所见， 这里已成为社区居民纳凉休憩、

休闲活动、健身娱乐的好去处。

信息时报讯 （记

者 吴瑕）

昨日，广州市

政府办公厅公布《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

同意增城区部分街道行政区划调整的

批复》

（ 下称《 批复》）

，同意增设荔湖、宁

西街道。

根据《批复》，同意设立荔湖街道。

以荔城街道原管辖的罗岗、明星、光明

等 7 个村委会和雁塔社区居委会区域

为荔湖街道行政管辖范围。 同意设立宁

西街道。 以永宁街道原管辖的冯村、中

元、 石迳等 13 个村委会和宁西社区居

委会区域为宁西街道行政管辖范围。

调整后，荔城街道管辖棠厦、庆东、

木潭、龙角等 17 个村委会以及富鹏、锦

绣、沙园等 16 个社区居委会。 永宁街道

管辖叶岭、公安、翟洞等 9 个村委会以

及荔湖城、永和、南香山等 7 个社区居

委会。《批复》要求，增城区要切实加强

组织领导， 确保行政区划调整顺利实

施；严格按照《行政区划管理条例》有关

规定，完成调整的组织实施，及时做好

勘定行政管辖范围分界线、更新行政区

划图、公告行政区划调整情况等工作。

新时代文明实践暨“幸福·家”系列公益项目启动

“小候鸟”暑期课堂开课啦

“小候鸟”模仿孙悟空 戏剧编创《新游记》

5社区完成“微心愿”改造

昔日卫生死角变休闲好去处

增城增设荔湖、宁西两条新街道

在艺术交流营，“小候鸟”们一起学习弹奏尤克里里。 信息时报记者 陈引 摄

六榕街凉亭坊的社区广场已经建

成， 社区居民在广场上进行文体活动。

信息时报记者 梁钜聪 摄

荔湖街道

管辖范围：

罗岗、 明星、光

明、太平、五一、西瓜岭、三联。

地址：

荔湖街道办事处驻荔

湖大道91号

宁西街道

管辖范围：

冯村、 中元、石

迳、斯庄、路边、下元、郭村、湖

中、百湖、湖东、九如、白水、章陂

地址：

宁西街道办事处驻镇

前街25号

新

增

街

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