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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话版

柠茶飞冰

粤语版

粤语释词

指

（饮料中）

不加冰。 粤

语中，“飞” 有跳过的意思，

也表示去除不需要的部分。

因此，“飞冰”就是不要冰的

意思。 但在香港地区，一般

没有“飞冰”的说法，而是称

“走冰”。 另外，还有“走甜”

（不 加 糖 ）

、“走奶”

（不 加

奶 ）

、“走青

（不要葱 ）

”等用

法。

每天看时报的熊仔

飞冰

前晚，滨江东路一茶餐

厅，两位美女的对话。

女

A

：喂 ，你看菜单看

了这么久 ， 想好吃什么没

啊？

女

B

：哎呀 ，我也不知

道点什么好，而且好像不算

很饿。

女

A

：那你先叫一杯饮

料喝咯，迟点想吃东西再点

其他。

女

B

：好 ，你等会下单

帮我点一杯柠檬茶啦，不加

冰。

女

A

： 这么热你不 要

冰？ 你之前不是很喜欢喝冷

饮的吗？

女

B

：最近肠胃不是很

舒服 ， 还是不要喝这么冷

了。

女

A

： 原来是这样 ，那

我看好就下单啦。

柠檬茶不加冰

前晚，滨江东路一茶餐

厅，两位靓女嘅对话。

女 A：喂，你睇菜牌睇

咗咁耐，谂好食咩未啊？

女 B：哎呀，我都唔知

点咩好， 而且好似唔算好

饿。

女 A：咁你叫杯嘢饮先

咯，迟啲想食嘢再点其他。

女 B：好，你等阵落单

帮我点杯柠茶啦，要飞冰。

女 A：咁热你飞冰？ 你

之前唔系好中意饮冻嘢嘅

咩？

女 B：近排肠胃唔系几

好，都系唔好饮咁冻喇。

女 A：原来系咁，咁我

睇好就落单啦。

信息时报讯（记者 卢杰）

随着共享单

车、共享充电宝、甚至共享汽车渐渐进入

了我们的日常生活，记者最近发现，在广

州的一些大型购物广场或社区附近，出现

了一些共享童车装置。 这种新出现的共享

童车虽然租金不算便宜，但仍受到不少家

长孩子的欢迎。 只是，这种新型的共享童

车租赁方便吗？ 驾驶安全吗？ 家长们放心

吗？ 就此，记者展开了走访调查。

10分钟15元，租金不便宜仍受欢迎

日前，在海珠区江南西路某大型购物

广场内，记者看到某服务商放置了两台共

享童车装置，每台装置里各放置了四辆支

持“遥控&自驾”的电动童车。从外观上看，

这些共享电动童车颇为新净，对小男孩或

小女孩来说都颇为吸引。

在共享童车装置的显眼位置上，童车

租赁价格一目了然：前10分钟15元，超时

每分钟收费1元。 虽然价格不算便宜，但仍

然吸引了不少周末出来玩的家长及孩子

的目光。 采访当日是周末，在记者观察的

近半小时里，八辆共享童车很快就被租走

了七辆。 对于新出现的共享童车，市民李

小姐表示，她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共享童车

的设置， 当时看到附近有不少孩子在玩，

所以也让自己的孩子也过过瘾。

和共享单车一样，租赁共享童车只需

用手机扫码便可完成，只是需要由家长帮

忙将童车从放置舱内搬出。 对此，家长吴

女士希望童车的计费方式可以进一步优

化。“装置从打开舱门起计费，但从打开舱

门到取出童车还是需要些时间的，归还时

也是。 而且，一旦孩子玩心起来就很难劝

服他‘按时’下车，如果能提前设置使用时

间就更好了。 ”

无人值守看管，童车安全谁负责？

而在白云区云城东路都某大型购物

广场，记者见到由另一服务商提供的“共

享童车”装置，同样受到家长和孩子的欢

迎。 记者留意到，虽然租赁装置上注明童

车“只适合1~12岁以下儿童及90斤以下的

小姐姐”使用，且每辆童车只设置了一个

座位，但由于无人监管，个别家长会抱着

孩子，或是让两个孩子一起驾驶童车。 对

于使用者还是路人来说都有一定危险性。

对于上述问题，某共享童车的服务商

工作人员表示，“由于童车速度较低，甚至

比成年人快步走的步速还要低，大大减少

了出现严重意外的可能。 ”但尽管如此，有

市民认为商家仍需加强对共享童车的安

全驾驶范围。 市民刘小姐表示，“没有驾驶

童车的孩子会跟着童车走来走去，很可能

会发生意外。 ”

对此，海珠区江南西路和白云区东城

路购物广场场地管理方均向记者表示，他

们接下来会与共享童车经营者进行沟通，

设置使用办法及范围。 同时，共享童车多

个服务商工作人员均表示，所有共享童车

的经营者都会强制购买大额保险，如不幸

出现意外，明确责任后统一由保险赔付。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崔小远 通讯员 罗瑞娴

谢子亮 刘伟 谢扬波 韩

焯成）

昨日， 记者从南

沙区文广旅体局了解

到，2021年清明假期期

间， 南沙区各主要景区

共接待游客约33.32万人次，其中南沙东部

景区

（南沙天后宫以及周边旅游景点）

接

待游客约3.93万人次；南部景区

（十九涌、

百万葵园 、南沙湿地 、水鸟世界以及周边

景点）

接待游客约5.45万人次； 北部景区

（东涌水乡、种业小镇以及周边景点，十八

罗汉山封山）

接待游客约0.94万人次；蕉门

河中心区

（万达广场 ）

接待游客约23万人

次。 游客人数同比去年增长189.99%，同比

2019年增长17.12%。记者获悉，2021年清明

假期前两日南沙区各大酒店平均入住率

为82.27%，也超过疫前水平。

新去处来虎门大桥北侧海岸线踏浪

刚刚过去的清明假期，不少游客来到

广州市南沙区虎门大桥北侧海岸线游玩。

据介绍， 这片近1公里长的海岸带地理位

置极佳，背靠南沙区法院，不远处就是黄

山鲁森林公园，隔着虎门大桥就是南沙游

艇会，与上下横档岛隔海相望。 正因如此，

清明期间，不少东莞、中山等地游客来到

广州市南沙区虎门大桥北侧海岸线游玩，

体验南沙风情。

据悉，上下横档岛是鸦片战争的发源

地，是民族英雄林则徐在此布下“铁索拦

江”“金锁铜关”抵御外国侵略军入侵的古

战场， 至今岛上仍留存着众多古炮台遗

址。 特意带着女儿从番禺过来踩沙踏浪的

刘先生表示，“我们过来南沙很方便，这里

的海岸线很舒服、很漂亮。 ”

新热点 棍网球联赛首次落地南沙

4月3日，由深圳市拉克洛斯棍网球发

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SLDL

）

举办的2021

年拉克洛斯六人制棍网球联赛战鼓重燃，

在广州落下帷幕。 三支来自全国各地的代

表队齐聚广州南沙游艇会足球场，以三场

精彩的对决，展现棍网球的魅力。

起源于北美洲的棍网球，最初由当地

土著部落发明， 成为族群一项传统运动。

继3月27日联赛在上海开赛以来， 由全国

各地的集结而来的八支男子球队及五支

女子球队已为球迷奉献了多场精彩的比

赛。 此次的广州站，来自上海、深圳及成都

三地的男子代表队中精英选手济济一堂，

再度呈现激烈对决。

在火热的比赛之余，SLDL还在广州站

现场设置了棍网球项目体验区，搭载妙趣

横生的闯关模式，为参与到比赛现场的小

球童和家长们贴心地提供实战体验与培

训咨询服务。

无人看管的共享童车，能安心玩吗？

南沙

踩沙踏浪、感受棍网球魅力……

南沙虎门大桥北侧海岸线成新“打卡点”

清明假期，不少游客来到广州市南沙

区虎门大桥北侧海岸线游玩。 通讯员供图

市面上新

出现的共享童

车颇受家长孩

子欢迎。

信息时报记者

卢杰 摄

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的苏

萍律师认为，共享童车并不是“车”，它实

质上是一种儿童玩具。 在法律上可以视

为是使用者与童车公司之间建立一种租

赁合同关系。

儿童在使用过程中发生意外， 可以

对童车是否存在瑕疵进行鉴定。 民法典

第一千二百零二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

陷造成他人损害的， 生产者应当承担侵

权责任”； 民法典第一千二百零三条规

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 ，

被侵权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请求赔

偿，也可以向产品销售者请求赔偿”。

如事故发生是由于儿童的操作不

当，造成他人人身损害，儿童法定代理人

应承担相关的赔偿责任。 民法典第一千

一百八十八条规定 ：“无民事行为能力

人、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

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

此外，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

规定：“宾馆、商场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

的经营者、 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

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

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如发生事故，各方需分担责任

律师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