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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李冬冬

通讯员/肖欢欢摄影报道）5月8
日，位于桂城顺联公园里的唐宁

书店正式开业。这是广州知名

书店品牌唐宁书店在佛山的首

店，主题是“造梦的岛屿”，深邃

的唐宁蓝与内部空间的原木色

调相互交织，给人一种奇幻的视

觉印象，让大人和小孩在这里开

启造梦之旅。

打造高颜值复合型书店
“欢迎抵达造梦的岛屿，精

神丰满，踏浪而歌。”一走进书

店，便会见到这句主题语，仿佛

在跟读者预告即将进入一个造

梦之旅，让人感到非常梦幻。唐

宁书店占地600多平方米，藏

书超过8000册，是融合传统购

书阅读区、生活文创区、造梦舱、

创意西餐区等分区于一体的复

合型书店。

在购书阅读区，一本本经过

精心挑选的广佛本土地域文化

书籍、当月热点书籍映入眼帘，

店内还有一个摆满粤港澳大湾

区相关书籍的书架，地方氛围十

分浓厚；在儿童区，图书的配套

增添了儿童阅读与益智文创的

比重，与顺联公园里打造的全学

龄一站式智能学习乐园理念相

融合，涵盖创意、漫画、IP展览等

新锐形式，满足不同人群的需

求；而在生活文创区，香薰、首

饰、盲盒、儿童玩具一应俱全。

在装修方面，书店也是高级

感十足。色调延续唐宁一贯的

克莱因蓝色，灯光则选用舒服的

暖光，两者相得益彰，营造满满

的高级感和阅读的氛围感。

为市民提供文化交流空间
作为书店里的重头戏，造梦

舱是书店重点打造的一个高大

上的文化空间，这里将不定期举

办分享会、文化沙龙、脱口秀、艺

术展览等，为艺术从业者提供一

个优质的内容分享平台，为市民

提供一个文化交流空间。

当日，这里就举行了一场

“以创意为媒”主题分享会，北京

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设计负

责人、广州美术学院教授曹雪和

暨南大学生活方式研究院联席

院长费勇，围绕着“创意在未来

商业当中的作用”和“如何用设

计讲好中国故事”等方面展开了

畅谈。

文化是软实力，如何借助文

创力量提升城市品质、服务城市

人才、赋能城市产业，打造高品

质的网红城市？桂城一直在探

寻，并坚定以文润城、以文兴产

的发展思路，散落在18平方公

里内的56个读书驿站和包括唐

宁书店、先行书店、钟书阁、阅读

家等在内的一批公共文化空间，

就是最好的见证和体现，有助于

让更多年轻人走进桂城、留在桂

城。

“唐宁书店与桂城是天作之

合、气味相投，我们对生活品质

的追求向一线城市看齐，也是志

在打造优质的城市环境让更多

的人才来这里实现梦想。”桂城

街道党工委书记岑灼雄表示，桂

城将教育、文化做到最好最优，

持续擦亮“商业商贸中心”“公园

城市”“博物馆之城”“涂鸦之城”

“网红之城”“美食之城”等城市名

片，凸显“近者悦，远者来”的城市

文化价值，为市民群众提供文化

供给、休闲放松的公共空间。

珠江时报讯（记者/邹韵斯

通讯员/周梓泳摄影报道）5月9
日上午，“2022年左门·错金银

主题展”在广东省雕刻艺术研究

会珍品馆开展，现场展出40多

件运用“金银错”工艺进行玉雕

设计的镶嵌作品，有兴趣的市民

可于5月31日前到馆观展。

走进展览现场，一股简约风

扑面而来。区别于在翡翠玉石

上的精雕细琢，“金银错”工艺与

玉器镶嵌结合的作品更显简约、

时尚，更符合现代年轻人审美。

走近一看，在温润墨绿的和田玉

上，硬性的金银线条以饕餮纹、

兽面纹等传统青铜纹形式呈现，

光暗、刚柔的对比使作品更具生

命力。

其中，获2019年天工奖最

佳创意奖的作品《戏》，就选取京

剧脸谱有特色的图案元素加以

创作，结合其人物性格特征重新

设计金银错工艺，利用金、银、玉

三原色进行构成，形成“金银错”

独特而华丽内敛的视觉效果。

创作这些“金银错”作品的

左门艺术工作室，由三位毕业于

广州美术学院的90后年轻设计

师于2015年创立。他们的创

作理念，就是结合传统非物质文

化遗产工艺“金银错”，打造具有

现代艺术美学的首饰品牌，旨在

将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艺术美

学设计相融合，创作出更多具有

现代美感和文化内涵的首饰作

品。

金银错又称错金银，是起源

于是商周青铜时期的一项精细

工艺。“错”有两种意思，一是“交

错”，金银和青铜相互交错能产

生视觉冲击和光影效果；另一种

是“刀锉”，作品创作时需先在铜

器或玉器上开槽，然后敲入软金

属，最后用锉刀锉平，才得到表

面平滑的作品。左门艺术工作

室创始人之一吴智忠介绍，金银

错最早运用在青铜器上，到了明

清时期才逐渐运用在玉器上，至

今已成为一项非遗工艺。

左门艺术工作室创始人之

一简柏榕说，由于玉器易碎，在

玉器上使用金银错工艺难度更

高，因此玉器“金银错”作品相对

于青铜“金银错”作品更珍贵。

据悉，此次展览是左门艺术

工作室第一次专场展览。有兴

趣的市民可在5月31日前（逢

周日闭馆）9:00~12:00、14:
00~18:00，到广东省雕刻艺术

研究会11楼珍品馆观展。

佛山首家唐宁书店桂城开业
以“造梦的岛屿”为主题，将不定期举办分享会、文化沙龙、脱口秀、艺术展览等

金银错玉器你见过吗？这个展览持续到月底
展览位于广东省雕刻艺术研究会珍品馆，展出作品40多件

打卡“佛山小垦丁”
畅享都市慢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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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白衣天使
感恩“医”路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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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刘杭 通

讯员/杨娇娇姚小帆）日前，桂城

公交线路232线获评“2022年
全国工人先锋号”，是今年全省

唯一获此荣誉的公交线路。5
月10日，232线班组在千灯湖

公交总站分享“全国工人先锋

号”事迹，讲述线路成立、成长过

程中的故事。

232线是南海桂城连接广

州的第一条公交线路，日均客流

量近千人次，每日停靠站点超过

200次。线路自2009年9月

开通以来，客运量累计超3500
万人次，安全行车里程1400万
公里。线路目前配车16辆、车

长37人，线路全长20公里，途

经千灯湖、平洲玉器街、芳村客

运站等27个站点，单程约1个

小时，是众多乘客跨城通勤的重

要线路。

“能帮市民解决问题，我们

也很开心。”232线公交车长王

四清介绍，232线班组总结出一

套“五心”工作法，即对待乘客真

诚耐心、救助乘客充满爱心、车

辆检查认真细心、安全行车注重

用心、线路同事互助热心。

“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

凡的成绩，就是我们工人的先

锋。”当日活动对232线“全国

工人先锋号”进行了荣誉揭牌，

南海区总工会副主席沈海泱表

示，要进一步宣传劳模的优秀事

迹，鼓舞南海百万职工争当建设

活力新南海的主力军、先锋队。

现场，佛山市南海佛广交通

集团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总经

理陈清华还为 232线授予了

“我们不一样车队”旗帜。

佛广集团党总支副书记、工

会主席杨健介绍，成立“我们不

一样车队”是232线班组的一

次自我加压，班组将荣誉转化成

动力和责任，在做好做优的基础

上努力做得更好更优，带动其他

线路班组向榜样靠拢，努力以更

高超的驾驶技能、更安全贴心的

出行服务给市民乘客“不一样”

的体验。

一直以来，232线被市民誉

为“广佛同城风景线”，之所以有

此美誉，除了班组成员走心的服

务，还在于线路有着与众不同的

“魅力车厢”。线路中有4辆分

别画着梅、兰、竹、菊的廉洁文化

主题车厢，其中梅、竹车厢的主

图都出自线路车长温树养之

手。线路上除了有“绘画能手”

温树养，还有“象棋爱好者”王海

深、“快板达人”谭功梅、粤剧发

烧友和二胡爱好者何泉汉等。

活动现场，这些多才多艺的车长

们为大家展示了一番，合唱《领

航》《我们不一样》、粤剧抗疫歌

曲《公交防疫》、挥毫抗疫书法作

品、二胡乐器演奏《平湖秋

月》……他们用实力表现出“不

一样”的风采。

活动现场还提供“便民一条

街活动”服务。心理调适快乐驿

站、“活力在基层”文体活动、爱

心义剪、VR体验……丰富的活

动为车长们舒缓工作压力。

“全国工人先锋号”232线班组分享线路的故事

坚持“五心”工作法 这条公交线路“不一样”

■市民在书店儿童区选书看书。

■232线“全国工人先锋号”荣誉揭牌。 通讯员供图

■创作者在向市民介绍金银错玉器作品。

桂城部署强降雨防御工作

落实值班值守
全员严阵以待

珠江时报讯（记者/刘杭 通讯

员/杜建新 周月明 刘格）根据南海

气象局预报，5 月 10 日夜间至

13日，南海区将持续多日有暴雨

或大暴雨，这是今年入汛以来最

强的降水过程。5月 10日，桂城

街道召开强降雨防御工作研判

会议，贯彻落实上级强降雨防御

工作指示精神，部署强降雨期间

防御工作，督促各三防成员单位

和社区按照预案落实防御措施，

要求各级各类防汛责任人立即

上岗到位，全力做好防汛排涝各

项工作。

“要尽最大努力保障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会上，桂城街

道办事处主任余辉要求，此次强

降雨防御工作，所有人思想上务

必高度重视，坚持底线思维和风

险意识，绷紧神经应对此次强降

雨，各相关单位要马上进入临战

状态，按照预案严阵以待，全力

做好强降雨防御和督察、抽查、

巡查工作；同时强降雨期间各单

位要做好信息共享和应急队伍

人员值守，加强对社会面的宣传

工作。

桂城街道党工委委员、办事处

副主任钟强对强降雨防御工作作

部署，提出三点要求，一是落实排

查和防范措施，二是做好应急抢

险队伍预置准备，三是切实强化

值班值守和灾情信息报送。强降

雨期间，各三防成员单位要认真

落实 24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工

作制度，确保信息畅通。同时要

服从三防指挥部的指令，一旦启

动应急响应，要按照预案要求迅

速投入到巡查排险、应急抢险等

工作当中。

桂城街道应急管理办提醒广

大市民，防御不可大意，强降雨期

间请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提

前做好防御工作，合理安排生产

生活。

学子别样方式
深情告白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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