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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话版

假期补习

粤语版

粤语释词

“杉”指的是“杉木”，旧时广东

人盖房时多用这种木头做柱子。

被杉木顶着心口，人当然会感觉不

舒服。 因此，“顶心杉”就是用来形

容那些喜欢顶撞长辈的孩子，特指

子女。

时报读者 珍姐

顶心杉

周日下午，江南大道一补习机

构，两位妈妈的对话。

A

：你儿子都高三了 ，不用天

天陪他来吧？

B

：我不在这守着他他又跑去

踢球的了。

A

：不会吧，你儿子那么乖，昨

天看到我还和我打招呼呢。

B

：两回事。 他在外人面前是

挺乖的，回到家就老是顶撞我。

A

： 现在的小孩是这样的了，

有时就是喜欢和我们对着干。

B

： 叫他来补习他说不想来 ，

还学会逃课呢。

A

：我看他从早上到晚 ，你也

太狠了点。

B

： 还有几个月就高考了，不

狠点怎么行啊。

假期补习

周日晏昼，江南大道一补习机

构，两位阿妈

嘅

对话。

A

：你个仔都高三啦 ，唔使日

日陪佢嚟啩？

B

：我唔喺度看住佢佢又走去

踢波嘎啦。

A

：唔会啩 ，你个仔成个乖乖

仔咁， 寻日见到我仲同我打招呼

添。

B

：两回事。 佢喺外人面前几

乖嘅，返到屋企就好似顶心杉咁。

A

：依家啲细路系咁嘅 ，有时

就系中意同我哋对住嚟。

B

： 叫佢嚟补习佢又话唔想 ，

仲学识逃课添。

A

：我见佢由朝上到晚 ，你又

狼咗啲嘅。

B

： 仲有几个月就高考啦，唔

狼啲点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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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沙启动碧道建设，打造河清岸绿城市生态廊道

湖鱼白鹭见证城市生态之美

信息时报讯（记者 黄骆 韩春华 实

习记者 陈铭豪）

夏日炎炎，小龙虾成为

热门当季美味。 日前，有媒体报道今年

夏天全国近9成省份的小龙虾价格比往

年有所下降，其中北京、上海两地平均

降幅超过35%。为此，记者走访广州城内

的部分水产市场发现，目前小龙虾价格

基本维持在20~40元之间， 与往年相差

不大，6月的降价也只维持了约20天。 而

随着小龙虾季即将进入尾声，货源不足

的情况下，小龙虾的价格将有所上涨。

小龙虾存货量饱和，降价非常态

日前，记者走访了番禺清河市场的

海鲜水产区，只见大部分档口根据小龙

虾的大小售价在12~38元/斤不等。 一水

产档的老板娘表示，近期小龙虾的价格

并没有下降很多，比起半个月前还小有

回升。“每年春节后及入夏时，小龙虾的

价格会比较贵， 随后价格会有所回落，

但最近比半个月前又涨回来了。 ”

对于媒体报道今夏小龙虾价格下

降，广州知名小龙虾餐饮连锁店“有间

虾铺”负责人刘女士表示，6月初小龙虾

的价格确实下降了， 降幅约为20%~30%

左右，但大约维持了20天。 刘女士认为，

这与市场存货量饱和，冻虾订货量下降

等因素有关。 正因如此，小龙虾价格才

会有所下降。 但刘女士强调，“今年小龙

虾价格下降只是特殊现象，并非常态。 ”

据悉，七月初小龙虾价格已恢复正常。

小龙虾季尾声，货源不足将涨价

随着小龙虾季尾声的到来，业内人

士估计其价格将会大幅上涨。 珍姐小龙

虾馆老板娘表示，“每年此时，因货源不

足等问题，小龙虾的价格都会上涨。 ”据

悉，8月是小龙虾的产籽期，肉质饱满的

大虾将供不应求。 而当湖北小龙虾进入

尾声，商家只能选择江苏、安徽，甚至海

南才能拿到好货，运费上调后小龙虾的

价格也会随之上浮。 但对于成本价的上

升， 并非所有商户都能接受。“有间虾

铺”刘女士也表示，秋冬小龙虾拿货价

可能要80元/斤，很多商家都不能接受。

在建设新村市场开水产档的老板告诉

记者，“卖完最后一批小龙虾，就不准备

进货了。 ”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崔小远 通讯员 陈斐曈

彭毅 徐然志）

昨日，记

者从南沙区获悉，符合

条件的南沙人才可前

往南沙区内 40 余个广

州农商银行营业网点办理领卡手续。现

阶段，南沙区所发放的人才卡仍为实体

卡，电子虚拟卡正在加快建设中，预计

年底将会上线运行。

记者了解到，南沙人才卡分为 A 卡

和 B 卡，含一张电子虚拟卡和一张实体

卡。凡符合条件的人才均可凭个人有效

身份证明

（含有效护照、港澳居民来往

内地通行证 、 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

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工作许可证

“

A

类 ”）

资料原件，于工作时间到就近

网点办理领卡手续。

据悉，南沙人才卡持有人可享受政

务快捷、医疗保障等 14 类 29 项服务内

容。 例如，持卡人才在辖区内政务服务

中心办理业务， 可享受“绿色通道”服

务；在辖区内公立医院就医时，可享受

专属导医服务、优先诊疗服务、优先缴

费服务等。 值得一提的是，A 卡人才的

未成年子女入学，可协商选择一间区属

公办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 幼儿园，优

先安排就读等。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崔小远 通讯员 舒霞）

昨

日，记者从南沙区河长办

获悉，目前，南沙全区已

建成碧道里程约 5 公里，

在南沙蕉门河和凤凰湖

2 号湖周围建设的绿色

“碧道”，已经初现成果。

在凤凰湖 2 号湖公园内，花草树木

和湖景相映成趣，不时有白鹭等水鸟从

湖面飞过。“南沙今年开始推进碧道建

设，按照因地制宜、分区建设、试点先行

的原则，选取凤凰湖 2 号湖、蕉门河作

为试点，并逐步推进有关工作。 ”

目前，凤凰湖 2 号湖周边城市道路

基本形成，道路交通便利。 湖区周边已

完成截污工作，且湖区已与蕉门河水系

连通，水质良好。 据悉，湖区范围内建有

入口广场、驿站、观景平台、滨水栈道等

配套设施；湖区南侧建有一片小型浅水

湿地，在湖区建设过程中还保留并修复

了靠近凤凰大道处的蕉门炮台遗址。

作为南沙碧道建设的另一试点，蕉

门河则注重“城市客厅”功能的实现。 南

沙清拆了两岸的烂船、 窝棚和违章搭

建，把蕉门河建设成一项保护环境的生

态工程。 据悉，在蕉门河两个出海口，南

沙区分别建设了蕉西水闸、 蕉东闸桥、

蕉西泵站和蕉东泵站等水利工程，达到

防范外江洪潮灾害， 排除内部积涝，调

蓄河涌水位的作用。 在堤岸设计选型和

建设上， 则采用了自然缓坡的生态堤

岸，建设了亲水平台、广场、绿地、园林

等，成为广大市民日常休闲的好去处。

南沙人才卡开始发放，可享医疗保障等14类29项服务

持A卡人才 子女优先入读公办学校

未成功确认但又符合条件的

人才， 办理领卡手续前可电话联

系辖内任一网点进行确认， 也可

填写《广州南沙人才卡实体卡申

请表》。

电子邮箱：

1829093346@qq.com

咨询电话：

020-39096653

温馨提示

南沙人才看过来

小龙虾降价才不久，八月又涨价？

业内人士：小龙虾季接近尾声，货源不足涨价“很正常”

南沙

在凤凰湖

2

号湖公园内，

不时有白鹭等

水鸟从湖面飞

过。

信息时报记者

叶伟报 摄

记者走访了番禺清河市场的海鲜

水产区，大部分档口小龙虾售价在

12~

38

元

/

斤不等。 信息时报记者 黄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