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郭仲然）

为广泛

发动社会各界人士参与爱心捐赠活动，

表彰在扶贫工作中有突出贡献的企业、

单位和个人，昨日上午，建设街举办“党

建引领促发展·决胜脱贫攻坚战”建设地

区2020年广东扶贫济困日暨爱心捐赠表

彰活动， 营造了全民参与扶贫济困的良

好氛围。

电饭煲1个、 电磁炉1个、 棉被1张

……活动现场， 建设街邀请辖内集团单

位、爱心企业和爱心个人进行现场募捐，

以“拍卖会”的形式，举牌认捐困难群众

的“微心愿”。拍卖声此起彼伏，建设街辖

内的2间外资企业

（广州法莱模具设计有

限公司、香港尚辉有限公司广州代表处）

认领了两位社区老人贫困户的微心愿。

来自西班牙的企业代表Latorre Miguel

Carlos也是建设街社区的居民，虽然来广

州只有1年的时间，但他表示很高兴能够

为社区做一些能力能及的事情。

接下来，爱心捐赠活动仍在继续，微

心愿捐赠受理时间将至8月4日结束，欢

迎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积极捐款。据了解，

为了表彰过去在扶贫工作中有突出贡献

的企业、单位和个人，建设街更对广州市

盛阳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合富

房地产置业有限公司等9个公司颁发“突

出贡献单位” 牌匾， 还有17个公司获得

“贡献单位”的荣誉。

此外， 清远市清新区浸潭镇根竹坑

村是建设街的指定扶贫地点，2019年11

月，越秀区首家贫困村农产品、精准扶贫

农优品直营点开在了小北路73号登峰肉

菜市场内， 为贫困户种养的农优品开拓

一条销售渠道。目前，根竹坑村委会的所

有自然村中， 仅剩大夫塘村没有完成社

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活动上，建设街发出

了《建设街开展对口帮扶根竹坑村美丽

乡村建设倡议书》和《建设地区2020年扶

贫济困日活动倡议节》，倡议辖内各企业

及爱心人士积极捐款或利用自身企业资

源提供技术支持， 共同助力完成大夫塘

村美丽乡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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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荔”会友、以“荔”叙情……近百场精彩活动邀你来参与

来南平荔枝节，玩足一个月！

普通话版

买水果

粤语版

粤语释词

意思是对某事、 某人漠不关

心或不放在眼内的态度， 相当于

普通话“管它

（他）

呢”。

“话之佢”是由“话之你”演变

而来。 话之你是现场针对相关当

事人说， 话之佢则是针对不在场

的相关当事人或事说。

时报读者 袁肃

话之佢

前日中午， 晓园北路一市场

门口，两个师奶的对话。

师奶

A

：又买了啥呀？

师奶

B

：这一袋是荔枝 ，那两

袋是龙眼、黄皮。

师奶

A

：啊 ，这么快有龙眼 、

黄皮吃了？

师奶

B

：是啊。

师奶

A

： 往年吃过荔枝才到

龙眼上市……

师奶

B

： 吃过龙眼才到黄皮

嘛。

师奶

A

： 是喽， 今年一起上

市，真是不多见喽。

师奶

B

：卖水果那个老板说 ，

现在的种植技术先进了， 所以龙

眼、黄皮可以提前收成。

师奶

A

：是不是真这样啊？

师奶

B

： 唉 ， 别理真还是假

了，有得吃就管它是什么技术啦。

买水果

前日中午， 晓园北路一市场

门口，两个师奶嘅对话。

师奶 A：又买咗啲咩呀？

师奶 B：呢袋系荔枝，嗰两袋

系龙眼、黄皮。

师奶 A：啊，咁快有龙眼、黄

皮食喇？

师奶 B：系啊。

师奶 A： 往年食过荔枝先至

到龙眼上市……

师奶 B： 食过龙眼先到黄皮

嘛。

师奶 A： 系啰， 今年一齐上

市，真系唔多见啰。

师奶 B：卖水果嗰个老细话，

宜家啲种植技术先进咗， 所以龙

眼、黄皮可以提前收成。

师奶 A：系真唔系啊？

师奶 B：唉，冇理真定假喇，

有得食就话之佢系乜嘢技术啦。

白

话

街

事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王智汛 通讯

员 黄利谊）

作为广东省荔枝最晚熟区

域，从化荔枝陆续开始上市了！ 昨日，

广州从化南平荔枝节在南平静修小

镇凤凰广场开幕，在为期一个月的荔

枝节中，主办方将举办近百场精彩活

动， 助力南平静修小镇特色旅游发

展。

以“荔”会友、以“荔”叙情，本次

南平荔枝节将围绕荔枝这一“主角”

开展系列活动。 开幕式上，舞蹈快闪

《荔人行》、粤曲《荔枝颂》、以南平“一

门三进士”背景而创作的《状元荔》魔

术剧表演等轮番上演。 而在接下来的

一个月，南平村将以“以荔叙情”为主

题举办近百场精彩活动，围绕“亲子

情”“同窗情”“师生情”，推出包括“荔

敬父母”亲子行、“荔励学子”祈福行、

“荔枝泼水节”夏日戏水、“毕业荔行”

暑期游、“童心爱荔” 公益行等5个节

假日

（周末）

特色活动，以及全周期开

展的“美荔采摘”、“古荔市集”、“凤溪

戏水”“南平古乐”等日常活动，让感

恩文化贯穿始终。

南平荔枝节特色活动

建设街举行广东扶贫济困日暨爱心捐赠表彰活动

“微心愿”拍卖会助力扶贫济困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泽银）

昨日上

午，白云区松洲街党工委、街道办事处，

广州市未成年人强制隔离戒毒所， 广州

市禁毒教育馆在松北文化广场联合主办

“绿色人生·健康无毒” 国际禁毒日宣传

活动。

活动中， 松洲街与广州市未成年人

强制隔离戒毒所进行新一年度的工作协

议签约仪式，深化共建合作，推动戒毒人

员帮扶工作取得新发展。

此外， 现场还将传统的禁毒反邪教

宣传方式与新颖的趣味性游戏相结合，

通过设置禁毒游戏区、禁毒知识竞答区、

学生禁毒手抄报作品展示区、 禁毒知识

展示区等， 让市民在体验游戏乐趣的同

时，潜移默化地接受禁毒教育，提高毒品

识别能力和抵制能力，自觉远离毒品，珍

爱生命。

白云区松洲街举办国际禁毒日宣传活动

从化南平荔枝节古荔集市。 信息时报记者 叶伟报 摄

活 动 现

场 ， 爱心企业

代表认领微心

愿。

信息时报记者

徐敏 摄

“荔敬父母”端午行（

6

月

24

日

~27

日）

亲子家庭游客到场采摘荔枝，孩童可

亲手将荔枝加工为荔枝粽；利用荔枝及荔

枝树干的纹理， 家庭合力进行艺术绘画；

全家亲手制作纸鸢，放飞在南平天空。

“荔励学子”祈福行（

7

月

4

日

~5

日）

根据藏宝图提示，找到包括“进士亭”

在内的各个景点区域的NPC，完成“进士

亭祈福”等打卡游戏任务，聆听南平“一门

四进士”的历史、击鼓书愿，为莘莘学子祈

福金榜题名，为长辈祈愿身体安康。

“荔枝泼水节”夏日戏水（

7

月

11

日

~12

日）

开展四场祛暑泼水活动，进场游客分

红蓝队进行泼水对抗游戏。

“毕业荔行”暑期游

(7

月

18

日

~19

日

)

组织开展南平静修小镇5公里徒步，

将途经南平静修小镇主要景点。 可在茂盛

的荔枝树下采荔敬师，在流水潺潺的凤溪

与恩师溯行徒步，在郁郁葱葱的竹林中与

那个“Ta”捉迷藏。

“童心爱荔”公益行（

7

月

25

日

~26

日）

内容：在南平静修小镇展出广州美院

的荔枝绘画作品，现场邀请小朋友与父母

共同作画，同游南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