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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林小军 通讯员 陈海鹏 整理

“夜经济”大家谈

梁嘉雯（赤坎）

我刚刚从学校毕业出来参加工作
那会儿，时常一下班就约着三两好友往
大街小巷里去寻找美食填肚子。夏夜
最适合去喝一碗晶莹剔透又有嚼劲的
冰冻椰汁雪梨膏，雪梨膏溜进嘴里，那
一刻满身的暑气都被卸掉，若是再配着
街头那家老字号饼家买来那入口即化
的瑞士卷，你会觉得整个世界都在闪着
光。冬天就去吃一出炉那香香甜甜气
息就往人鼻子里钻的糖炒栗子；牛杂串
店的生意总是很好，一进门就全靠自
助。阿姨在点餐台那不停串着食物，她
面前摆着各式各样的食物串串，我们想
吃啥就自己拿去“碌一碌”。满大街的
人间烟火,让夜晚变得幸福。我们从不
计较寻找美食会较消耗掉多少时间，只
要味蕾得到满足了，那白天工作的疲惫
感全都消失不见，好友相聚开开心心的
吃吃聊聊，便觉未来可期。

我一朋友自打迷上了健身之后简
直是脱胎换骨跟变了个人似的。以往

总喜欢在家各种宅着，只要家中的粮食
储备量足够，人除了上班以外，其余时
间脚都不带踏出家门口半步的。朋友
的父亲在外地工作不常在家，她每天最
喜欢的事情就是和母亲舒舒服服地窝
在沙发上煲电视剧，相互讨论一下剧
情，家里要是来客人了，大家就凑一桌
打扑克牌。可后来朋友的母亲迷上了
广场舞，每天晚上准时准点跑去跟一群
老姐妹练舞。

有精彩电影上映，约上朋友一起去
观影甚至是独自去打卡；生日的时候举
办个小型party，大家一起唱K吃蛋糕；
家族聚会一块去喝喝夜茶或烧烧烤；给
自己点时间，安安静静地品读一本好书
……由时下百姓夜生活越来越丰富多
样化，可以看出我们的经济在不断发
展，大家的物质条件变好了，自然而然
就开始关注精神追求，美食、运动、娱
乐、学习，都在不断充实着我们的生活，
看着身边的人都在努力变得更好，自己
也会充满力量。

人义(遂溪)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无论是夏
日还是寒冬，在孔圣山公园里熙熙攘
攘散步的人流中，遇上亲朋好友是家
常便饭。事实上，无论是孔圣山公园
还是其他广场大的场所，抑或是那些
小区相对小的地方，散步民众身影无
处不在；无论是孔圣山公园的健出健
康的三五百人的健步队，还是其他大
的广场所舞出健康的三五十人广场
舞队，无不充分释放出夜生活的活
力，更好展现出健康理念深入人心。
不论是开展户外运动、室内健身等动
文化，还是尝美食、品茶茗等的静文
化的夜生活，健康元素一定贯穿整个
过程，让健身和美食这两种文化互
融，形成健康融合体，这样的夜生活
才健康、时尚、美好。

健康时尚

不断充实我们的生活

跳起来 郑玮欣 作

郑先生：廉江市安铺镇西环路安
铺中学在暑假期间将校园 24 小时关
闭，禁止外人进入。其认为不合理，现
希望相关部门督促校方适时开放校园
供附近居民进行休闲娱乐活动。

廉江市12345热线：经安铺镇向
安铺中学了解，现答复如下：一、为保
障校园安全，按照上级有关规定要求，
校园每天二十四小时有人值班，外人
进入是需要进行登记，值班室有记录

备查。二、学校为做好下学期开学的
各项工作，利用暑假对运动场草坪及
教学楼旁的草坪进行修整，同时也对
校园内树木的枯枝进行修理，从安全
着想不开放校园。三、校园内教工宿
舍住有教师及其家属，如外人过多进
入校园活动，势必给他们的生活作息
带来影响。四、外人进入校园进行休
闲娱乐活动，若出现伤害等事故，如何
界定责任，不好处理。

尽快落实公交车上安装刷卡系统
李先生：雷州市城区的公交车均

没有安装刷卡机，导致市民乘车时需
自备零钱，给市民出行带来极大的不
便，希望有关部门督促雷州市公交车
尽快安装刷卡机，以方便市民刷卡乘
坐公交车出行。

雷州市12345热线：根据市公交
公司反馈的处理情况，雷州市城区公
交车付费方式落后，没有安装IC卡付

费系统的问题，市公交公司非常重视，
曾经多次协调经营者给予推行，但到
目前为止还无法落实，原因是现有公
交车经营效益特别差，个别线路面临
着停运，如一次性投资成本过大，经营
者无法承受。因此，市公交公司下一
步将计划参照湛江市及其他县城的做
法，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尽快落实公
交车上安装刷卡系统。

该村适龄儿童到哪报读小学？
林先生：其是雷州市白沙镇白沙

村委会黄宅坑村村民，2018年得知户
籍为黄宅坑村的适龄儿童无法直接报
读白沙村委会唯一一间中心小学。希
望相关部门尽快告知户籍为黄宅坑村
的适龄儿童应前往哪一间学校报读。

雷州市12345热线：一、适龄入学
儿童户籍为雷州市白沙镇白沙村委会

黄宅坑村可以报读雷州市白沙镇中心
小学。二、适龄入学儿童户籍不在雷
州市白沙镇白沙村委会黄宅坑村，在
雷州市白沙镇白沙村委会黄宅坑村居
住，可以在黄宅坑村周边有学位学校
如：仙桥小学、麻扶小学等学校报读或
回户籍所在地报读。

该校暑期不开放校园是从安全着想

陈先生：廉江市横山镇-安铺镇的
主路-长安路路面破烂不堪，凹凸不
平，使得过往的车辆颠簸非常厉害，驾
乘体验非常差。这样的破烂路面已经
存在很久，望有关部门对该破损路段
进行修补或者翻修。

廉江市12345热线：市民反映横
山至安铺的主路，即是以前所称的乡
道y722线，横山镇历来重视民生事
业，横安路的改造工程一直是我镇关
注的重点议题。之前我镇曾规划按三

级公路标准维修改造，但各方面的原
因未能实施。现在则改称为县道
X709线，并已纳入廉江市市政工程，
按二级公路的标准进行改造。目前该
项工程已完成勘察、规划、设计等前期
工作，立项、报批、招标工作已加紧进
行当中。但是由于该项改造工程耗资
巨大，涉及面广，报批程序复杂，所以
很难确定何时能完成改造工作，但该
镇会全力跟踪办理，争取早日动工建
设。

该段路面破烂不堪

互联网高速发展，“代经济”逐渐
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代购、代送文件、代人挂号排队
……“代经济”你体验过吗？

代经济，可以理解为懒人经济和
闲置经济的结合，通过出售自己的时
间，替代别人的时间。

请来稿聊聊一下你身边的“代经

济”。
邮箱：2362060417＠qq.com
截稿时间：8月15日12时

茶座有约

卢进道(麻章)

每当华灯初上，只要你有空往超
市走一走，穿梭其间，你会发现，熙熙
攘攘的人们在挑选着自己心爱的商
品,购物的大多数都是携家带口，不
少人挑了满满的一购物车东西。购
买的商品包罗万象，样样俱全。如果
是遇上节假日，那就更加热闹非凡，
呈现出一派节日的热闹气象。有些
超市十多个收银柜台，都排起一条条
长龙在等待结账，一个晚上的营业额
肯定不会比白天少。

人们的口袋鼓起来，人们自然也
追求高质量的生活，自然家庭要购买
的东西也越来越多，白天很多人忙于
上班或生意，当然会利用晚上的时间
进行扫货了。其次，社会环境和购物
环境的改善，也吸引着人们在晚上进
行购物。随着创建“平安湛江”的工
作逐步推进，社会环境越来越稳定，
人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得到很大的
提升，晚上出门与白天一样安全，自
然也会选择晚上购物。

去超市购物

“代经济”，会不会批量制造懒人？

寻亲启事
黄梓珊，女，4岁，于 2015

年 7月 10日在廉江市塘蓬镇大
和垌村路口捡拾，现由杨炳凤
夫妇收养。现登报寻找其亲生
父母，自登报之日起60天内，该
婴儿的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凭

身份证和所在单位或村（居）民委员会证明与
杨炳凤联系认领。逾期，视作弃婴依法安置。
联系人：杨炳凤 联系电话：15816033456

寻亲启事
莫韩川，男，4岁，朱小燕

于 2014 年 7 月 26 日在高州市
石鼓镇祥少桥南207国道旁工
业河堤捡到收养，并一直联系
弃婴父母未果，现登报寻找其
亲生父母或法定监护人，请在
登报 60日内凭父母或法定监

护人身份证和所在单位证明与朱小燕联系，
逾期则作弃婴依法安置。
联系人：朱小燕 电话：15322547521

声 明
冼艳（女），你于 2019年 4月旷工至今未

上班，已违反了《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现
限你自声明见报之日起15天内回单位报到，
逾期后果自负。

湛江市赤坎区中医医院
2019年8月8日

单位证件
●湛江市麻章区湖光镇良丰洗车场彭玉球遗
失湛江市麻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10年3月
19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2440811MA4W5HXQX0，声明作
废。
●湛江市赤坎区美顺日用品经销店吴红霞遗
失湛江市赤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17年3月
13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2440802MA4WA9KL18，声明作废。

个人证件
●四川省宣汉县凉风乡长沟村2组78号杨建
遗失宣汉县公安局2017年签发的身份证，声
明作废。
●王海啸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正、副本，
证号：粤交运管许可湛字440800060782，声明
作废。
●吴川市樟铺东欣信息服务部李美穗遗失吴
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17年5月8日核发的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证 号 为 ：
92440883MA4UY33W6C，声明作废。
●（父亲）李钊鸿、（母亲）秦梅桂遗失女儿李
净出生证，证号为：C440197613，声明作废。
●粤遂渔65328船，船主：谢国文遗失遂溪检
验站 2018年 11月 28日签发的《渔业船舶检
验证书》一本，编号为：4408230182979，声明
作废。
●遂溪县乐民镇安埠村委会卫生站遗失公章

一枚，声明作废。
●遂溪县遂城镇龙架村三队090号黄秀兰遗
失县公安局 2007 年签发的身份证，声明作
废。
●遂溪县杨柑镇乾留下村5号陈永文遗失县
公安局2017年签发的身份证，声明作废。
●遂溪县界炮镇洋高村188号吴广寿遗失县
公安局2017年签发的身份证，声明作废。
●遂溪县遂城镇铺塘村委会头甫村278号袁
来有遗失县公安局2017年签发的身份证，声
明作废。
●遂溪县城月镇下溪村998号文朝佳遗失县
公安局2017年签发的身份证，声明作废。
●遂溪县城月镇扶良村委会扶良东村 30号
陈小飞遗失县公安局2016年签发的身份证，
声明作废。
●遂溪县乌塘镇塘沟村委会边宜塘村 80号
肖志斌遗失县公安局2011年签发的身份证，
声明作废。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汕头街 13号侨城东
街 9栋 502史成东遗失市公安局 2015年签发
的身份证，声明作废。
●廉江市廉城雅仪美容院林海燕遗失廉江市
市场监管局 2018年 3月 27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 正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40881MA4WC28489，声明作废。
●廉江市廉城国信烧烤店林国信遗失廉江市
市场监管局 2018年 8月 16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 正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40881MA5255412F，声明作废。
●廉江市城北龙氏牛奶甜品店龙良韬遗失廉
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6年 8月 24日核发
的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
440881600488942，声明作废。
●雷州市玉玲空调机经营服务店（蔡玉玲）遗
失雷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09年3月6日签
发 的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注 册 号 ：
440882600114831，声明作废。
●雷州市北和镇万通乐兴家电店遗失银行开
户许可证正本，核准号：J5914001219001，声
明作废
●雷州市雷城三妹杂货店遗失刻有“雷州市
雷城三妹杂货店”字样的公章一枚，声明作
废。
●雷州市业发果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遗失
刻有“雷州市业发果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字样的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雷州市龙门镇溢兴茶饮店（黎溢兴）遗失雷
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7年 9月 29日签发
的 营 业 执 照 正 本 ，注 册 号 ：
92440882MA4X6H2499，声明作废。
●雷州市雷城大发照相馆（陈大兴）遗失雷州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6年 10月 13日签发的
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440882600344854，声
明作废。

登报易 保权益 成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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