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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东莞市桥头镇发生

了一起奇葩的“交通事故”，一

辆小车撞到了一部手机， 结果

小车司机无端端地就被索赔

了。

事发于 8 月 23 日晚上，桥

头交警接到群众报案称， 自己

的手机被撞了， 而且是被一辆

小车压在车底下。 交警开始没

留意听， 以为说他的自行车被

撞了， 于是马上赶往桥头镇桥

东路屋厦段的事故现场进行处

理。谁知到场一看后，交警哭笑

不得，原来被撞的不是自行车，

而是自行车车主的一部手机被

一辆小车死死地压在车轮底

下。

据自行车车主与小车司机

讲述， 原来是自行车车主踩着

自行车在桥头镇桥东路屋厦段

行驶着， 后面紧跟着一辆小轿

车， 自行车车主的手机放在裤

兜里，由于裤兜口袋浅，手机突

然掉出来了，摔在路上，这个时

候， 刚好被后面紧跟着的小车

给辗压了。

而自行车车主调头回去想

找手机， 结果发现自己的手机

已在后面那辆小车的车轮底

下。 小车也被迫急刹车停了下

来。 接着， 自行车车主马上向

小车司机进行理论， 一张口就

说让小车司机赔偿。 最后， 经

过交警的协调， 虽然小车司机

觉得很无辜， 也很无奈， 但是

自己确实是压坏了一部手机，

所以也愿意赔偿手机损失费

300 元。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莫衬玲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周嘉仪

参观红色教育基地， 聆听红色故事，

回忆红色历史，接受红色文化熏陶，还可

以通过徒步锻炼健身。 8 月 25 日，由东莞

市横沥镇文广中心主办的红色文化亲子

徒步活动在长巷村和田饶步村举办，来自

横沥镇内的逾百个家庭共 300 多人参加。

本次活动把红色文化教育与全民健身活

动相结合，以徒步健身的方式，缅怀革命

先烈，弘扬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展现

活力生态文明横沥的精神风貌。

亲子活动深受市民欢迎

据介绍，本次徒步活动共有 100 多个

家庭共 300 多人参加。 由于活动深受欢

迎，报名信息通过“文化横沥”公众号推出

后， 不到半天，100 个家庭名额就已经报

满。 在活动开始前几天，还不断有市民打

电话询问是否还可以报名参加，甚至有的

家长在活动当天带着孩子到现场自行参

与活动。

本次徒步活动的“打卡点”，主要是长

巷村和田饶步村的红色文化景点、生态公

园和历史文化建筑， 包括田饶步生态园、

田饶步红色教育基地、和田公园、长巷旧

围新庆牌坊等，全程约 8 公里。此外，活动

现场还安排了文艺节目，文化志愿舞蹈队

和长巷村的小朋友们相继上台表演。

活动融入红色文化教育

主办方介绍， 横沥镇是革命老区，有

很多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 先后有 21 名

热血青年参加游击队，其中黄球、刘才旺、

梁金寿、吴培旺 4 人血洒疆场。 战地记者

黄朱汉、游击队交通员“四嫂”、抗日堡垒

户姚月有等抗战故事至今激励一代又一

代横沥人。

“这里就是东江纵队在田饶步村设立

通讯联络站和医疗站的地址。 ”在田饶步

红色教育基地，70 岁的田饶步村村民黄

耀林，指着地图给大家讲述当年的抗战故

事，让参加活动的队员了解红色历史。

横沥文广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

通过亲子徒步的方式，把红色文化教育融

入全民健身活动，让更多的市民参与到活

动中来。 因此，田饶步红色教育基地是本

次活动的主要“打卡点”，设置了红色知识

问答环节，让队员们在参观和听讲解的过

程中，寻找答案、接受红色文化熏陶。

参加活动的家长表示，这个徒步活动

很好， 小孩可以了解横沥的抗战故事，接

受爱国主义教育，让他们认识到今天的美

好生活来之不易，还可以通过徒步锻炼身

体。

8月28日， 东莞市第七高级中学扩建

教学楼工程举行移交仪式， 标志着该项

目基本建设工作的结束， 进入使用前的

准备阶段。 市城建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下一步， 市城建局将做好资料移交等后

续工作， 与使用方相互配合、 相互支持，

努力做好相关工作， 确保项目正常投入

使用。

据介绍， 该项目位于企石镇创业大

道旁的东莞市第七高级中学， 主要在原

有场地进行扩建， 不新增用地面积。 工

程建设包括扩建教学楼地上4层， 每层2

个教室和1个教师办公室。 建筑面积1370

平方米， 用地面积827平方米， 建筑占地

面积345平方米， 建成后可提供8间教室

和4间教师办公室。 项目于2018年12月正

式动工， 建成后能有效解决学生教学场

地紧缺问题， 改善学生教学条件， 进一

步提升学校形象， 有利于提升学校办学

效益和教学质量。

信息时报记者 叶虹 通讯员 庾小文

新学期即将到来。 日前，“小候鸟专

列”抵达终点站———东莞香市动物园。“小

候鸟”在父母的陪伴下，参与快乐小主播

趣游动物园活动，探寻野生动物世界的奥

秘。

在香市动物园， “小候鸟” 化身熊

猫小小饲养员， 与国宝大熊猫亲密互动，

并制作“熊猫蛋糕”、 DIY熊猫玩偶等，

近距离观察大熊猫的起居生活， 憨厚可

爱的大熊猫的一举一动都让“小候鸟”

们着了迷。 这次， 动物园还请来了“憨

厚大象”， 和“小候鸟” 们玩一场零距离

的亲密接触。 另外， 综合表演馆杂技表

演、 喂鹦鹉、 玩机动游戏……都给“小

候鸟” 们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饲养员们

还耐心地讲解有关熊猫、 大象、 老虎等

动物科普知识， 一帮爱心企业、 爱心人

士还为“小候鸟” 们送来了儿童相机、

儿童牙刷、 儿童坚果、 熊猫公仔等。

回首这个暑期，不少“小候鸟”感觉幸

福满满。 7月28日，小候鸟“归巢”计划在东

莞香市动物园启动，正式开启了“小候鸟

专列”；在香博馆的亲子讲座，“小候鸟”参

加了一场温馨有爱的“亲密之旅”；在南社

古村站，“小候鸟”在岭南古村落中回味历

史、体验父母儿时的童趣，收获了亲子互

动的喜悦……“小候鸟”李伟广、魏燕红告

诉记者， 在东莞他们认识了很多朋友，收

获到了很多的欢乐和幸福。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去年年底，东莞市茶山镇首家体验式

综合性购物中心正式开业，由此也“笼络”

了不少年轻时尚人群。但随着茶山镇中心

区商业圈的繁荣发展，停车难问题越来越

突出。 信息时报记者从茶山镇获悉，位于

茶山碧桂园喜悦里购物中心旁的乐融商

业停车楼已完成封顶建设，预计10月份投

入使用，将大大缓解停车难这一问题。

据介绍， 乐融商业停车楼位于茶兴

路与东岳路的交汇处， 总投资超过2000

万元， 占地面积超过2500平方米， 总建

筑面积超过10000平方米， 是茶山镇首个

商业停车楼。 建成后， 将为茶山镇中心

区和周边商圈提供约400个停车位， 其中

无障碍停车位有10个， 充电桩停车位90

个， 能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一区域停车难

的现象。

目前， 乐融商业停车楼已完成封顶，

施工建设完成度达到了70%。 接下来，将

进行配套设施的安全施工，如添加监控系

统、消防设施、道闸系统以及电梯安装等

配套设施，整个项目预计在10月份完工并

投入使用。 茶山方面表示，相信停车楼的

正式投入使用，将带动周边商圈的经济效

应， 吸引更多周边城镇市民来茶山镇消

费。

信息时报记者 陈武东 通讯员 茶山宣

弘扬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

横沥逾百家庭参与红色文化亲子徒步活动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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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村村民黄耀林

给队员讲述当年

的抗战故事。

手机被撞？

交警看后哭笑不得

作为“固定收益增强” 型

产品， 二级债基金可同时布局

股债， 是适合当下行情的投资

品种。 中银基金旗下新一只二

级债基金———中银招利债券基

金将于 9 月 2 日启动发行， 拟

任基金经理陈玮近年来已揽获

包括金牛奖在内的 12 项权威

大奖。

中银招利拟任基金经理陈

玮拥有二级债基金管理的丰富

经验 ， 其执掌的另一只基

金———中银稳健添利 （A） 4

年来在金牛奖、 金基金奖、 明

星基金奖、 济安金信群星汇等

多个权威评选中揽获 10 项大

奖。

中银金牛基金经理出新基

中银招利债基发行

市七中扩建教学楼工程正式移交

化身饲养员，与动物亲密接触

“小候鸟专列”抵达终点站香市动物园

茶山首栋商业停车楼预计10月投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