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珠江时报讯（记者/刘伟鹏

通讯员/吴少卿 摄影报道）琴棋

书画、唱跳艺术……近日，在里

水镇金峰洲社区，一个由学生家

长自发组织的阅读兴趣班“火”

了。原来，这个兴趣班名叫“金

峰洲亲子读书会”（下称“读书

会”），会员家庭从创立之初的

10多个增至近500个。

读书会深受亲子喜欢
“每逢有活动，总会见到几

张新面孔，会员数量不断增加。”

读书会发起人之一赵金瑞说，读

书会的氛围深受亲子家庭喜爱，

吸引社区多户家庭参与，也吸引

周边海南洲等社区居民参加。

“最初我们只是想提供一个平

台，让家长们相互交流学习育儿

经验，让孩子们相聚一起，享受

学习的乐趣。”

赵金瑞介绍，读书会以“传

承爱心、服务社会”为宗旨，以

“助人自助，提升自我”为发展理

念，倡导“奉献、友爱、互助、进

步”的志愿精神，引导更多家庭

开展亲子共读。

“很幸运能在里水遇到一群

志同道合的宝妈宝爸。”赵金瑞

说，她还和其他骨干组建了读书

会微信群，既方便开展读书会活

动，也进一步拉近了邻里关系。

“以前在小区大家都是各过各

的，但是现在更像是一家人。”

事实上，这个举动也让读书

会“行于书而不止于书”。如社

区近期开展的跳蚤市场、才艺大

赛，以及“火爆”亲子圈的亲子共

读计划等活动，都有读书会家庭

积极参与的身影。通过丰富多

样的活动，孩子们结交更多小伙

伴，家长们也得以相互认识，融

化了阻碍交流的最后一层薄冰。

居民距离更近了
随着关系变“熟”，居民之间

出现了“传、帮、带”的现象：居民

对小区建设的关注度越来越高，

越来越多人披上红马甲奔走忙

碌，社区开展的活动从无人问津

变成“一票难求”，一批批优秀的

楼长、志愿者陆续涌现……

令人惊喜的是，一支由多个

小区居民组成的金峰洲足球队，

首次参加里水镇村（社区）足球

锦标赛便闯进了八强。他们所

住的小区相隔数公里，但每位队

员总能在集训中如期到场，努力

为社区赢下每一场比赛。在这

个“相识、相知、相靠”的过程中，

居民的距离变得“更近了”。

据社区关于“和谐家庭建

设和社区精神文明建设”调研

报告显示，有89.3%的家庭经

常 参 与 读 书 会 活 动 ，更 有

97.6%的家庭认为活动明显

促进改善社区邻里关系，增加

社区凝聚力。

“现在越来越多居民开始

关心社区大小事，也更多人愿

意‘站出来’参与社区治理环

节。”金峰洲社区一名工作人员

说，一支支楼长志愿服务队、党

群志愿服务队在各小区中组建

起来，更有着像“桐姐”黄锦洁

等代表为社区建设分忧解难，

整个社区拧成一股绳，齐心为

社区发展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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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水金峰洲社区居民自发组建亲子读书会

亲子共读让邻里“更近了”

■金峰洲亲子读书会上，孩子们认真学习课外知识。

走进这样的店里，你会想到

什么？一间约20平方米的小店

内，四周被木质货架包围，货架

上摆放着一张张具有年代感的

唱片、影碟，此外还有随处可见

的老式音响、MD机、VCD机

……走进店里，时间仿佛顷刻间

停止。这家充满回忆的老店，便

是隐藏在西樵镇樵生综合市场

旁的老式影音店“飞扬影音”。

见证音像行业崛起
“在20世纪80年代，碟片

大都来自日本，直到90年代中

期，中国开始自行生产碟片。”谈

及影音文化，眼前这名男子便有

说不完的话，他便是影音店老板

余炳强。

20世纪90年代初，因对影

音文化的热爱及年轻时的一腔

热血，余炳强辞去了当时在沙头

一家印染厂的工作，凑了几万元

开了这家店。时间一晃，30多

年便过去了。

“最初我们既卖音响也卖碟

片，1997年生意开始兴旺起

来，从那时起便只售卖碟片了。”

余炳强回忆，自己当时只身一人

前往广州的广东音像城购买碟

片，一张碟片除去进购价，自己

只赚几元。他感慨道，广东音像

城作为国家级音像制品批发市

场，见证了音像民营企业的崛

起，还承载着一批音像人渴望做

大做强的梦想。

“我们从 1992年开始营

业，至今已经开了30多年。是

西樵开得最久的一家影音店。”

余炳强说，1997年至1999年

这段时间是音像行业最为繁荣

的年代，西樵当时共有28家影

像店，仅樵生市场这一条街市

上，便有七八家。“那个时候，中

国最高端的家用电器，VCD机

是其中之一。”

靠口碑维持生意
“通常 100元内的原装碟

我都只赚5元的利润，100元以

上的，我也只赚10元。”余斌强

感慨，自己做生意几十来年，始

终遵从自己的原则，即“做生意

靠诚信更靠口碑”。“我赚得少一

点，顾客会觉得我这边的价格更

加实惠，那么下一次就还会来。”

就是靠着一点一滴的积累，

飞扬影音多年来有不少回头

客。余炳强介绍，2000年的时

候店内开始出租碟片，当时大家

都用电视机顶盒看电视，而有一

些不愿意守着电视看的人就会

来店内租碟片，租碟片之余看到

有喜欢的也会买一张。

“当时买一张碟片是18元

到19元不等，而我们出租的价

格为2元一天。”余炳强说，出租

碟片是赚不到钱的，有时候顾客

会不小心把碟片刮花，一旦如此

就无法二次出租。

记者看到，店内有一张标价

为6000元的碟片。余炳强说，

这里的碟片都是明码标价，绝不

忽悠顾客。“这张碟片是20世纪

80年代时中国厂商委托日本生

产的碟片，加之是第一版，所以

它的价值很高。”余炳强拿起另

一张碟片说，“这张碟片是20世
纪90年代在国内生产的，它是

第二版，标价仅300元。”

紧跟时代步伐
在店内，除了一些年代较久

的物品外，也有许多紧跟时代潮

流的物品。在余炳强的收银桌

前，摆放着一台电脑。他说，随

着时代不断进步，他也有了在电

脑里收藏的习惯，自己电脑里有

1300多张音乐专辑，全是自己

从原装碟片上拷贝下来的。“这

一张张图片也是从碟片上拷贝

下来的。”

除了购买碟片外，也不乏顾

客前来录光盘。“录一张光盘十

几元，除了自己电脑内的旧音乐

外，如顾客有录入其他新歌曲的

需求，也会根据他们的需求录入

其他音乐。”余炳强说，经过不断

的摸索和尝试，才学成如今的电

脑技术。

“时代的变化是人们永远捉

摸不透的，没想到仅凭一份热

爱，能够坚持到现在。”余炳强

说，整个南海区目前也仅剩七八

家老式影音店，在西樵包括自己

这家店，仅剩2家。“这一行的消

失，是因为人们的生活越来越

好，对娱乐的选择更加广泛了。”

隐藏在闹市的这家开了30
多年的影音店内，一张张充满年

代感的碟片，它们的塑封上或多

或少沾上了一些灰尘。看到这

个，确实感受到了时间正在流

逝。这家店承载了余炳强一家

的种种回忆，也同样承载着曾经

到过店内购买碟片的人们的回

忆。

文/图 珠江时报记者练梦婕

记者探访隐藏在西樵闹市里的老式影音店

留在音像碟里的“繁荣”时光

梁心播报
较早前，居民来电反映，桂

澜路鹏瑞利商场前的一段人行

道有车辆违停，严重影响对面固

定车位的车辆进出，希望得到整

治。

接报后，帮办记者先后向桂

城交警中队及鹏瑞利季华广场

管理中心反映。两方联手整治，

取得明显成效。接下来，鹏瑞利

季华广场管理中心将继续研究

巩固措施，彻底杜绝车辆乱停放

现象。

违停影响对面车进出
接到居民来电后，记者前往

现场，看见鹏瑞利商场前一段长

约50米的人行道斜着停放了多

辆汽车，人行道的旁边就是商场

地下车库约 4米宽出车通道。

在通道另外一边的是一排出租

车的固定车位。车辆进出车位

时，车头一角难免要借用对面人

行道二三十厘米的空间，一旦有

车辆在人行道上停放，其他车辆

要进出固定车位就比较困难。

记者还注意到，这里的固定

车位之间都竖着一条数十厘米

高的铁管，用来分隔车位及出车

后上锁链的，所以车辆进出车位

不能转太大的弯，否则车身就会

碰到铁管。

得知记者来意，租用了车位

的车主小玉反映，前几天，她出

车时因为对面人行道上停了一

辆车，不够空间进出，她只能尽

量转急弯，结果一不小心车身就

碰到了铁管。在现场，受访群众

都希望记者转报相关部门，采取

措施禁止车辆在人行道上停放。

交警和商场联手整治
记者了解到，今年年初，市

政部门对相关路段的人行道进

行整改，完善了行人通道。可

是，建成不久，就有车辆贪图方

便停放在此，影响固定车位上的

车辆进出。

查看现场后，记者向桂城交

警中队转报上述情况。该中队

高度重视，迅速对该路段的交通

秩序进行整治。据中队相关负

责人介绍，整治行动将分两个阶

段进行，第一阶段广泛宣传教

育，第二阶段将对教育后仍违法

停放的车辆进行查处。记者两

个星期后再到现场，发现该路段

乱停放的车辆已大幅减少，整治

取得明显成效。同时，人行道对

面的车位由鹏瑞利商场管理出

租，为此，记者向鹏瑞利季华广

场管理中心反映上述情况。很

快，商场管理中心介入，用隔离

设施对人行道两边进行阻隔，防

止车辆在人行道停放。交警部

门在后续巡查中，也会对乱停放

在人行道等路段的车辆依法进

行查处。

在梁心帮办栏目的协调

下，桂城交警中队和商场管理

中心根据各自的职能，对相关

问题协同管理，取得良好效

果。昨天上午，记者再次来到

现场，没有看见乱停放的车

辆。接下来，鹏瑞利季华广场

管理中心还将向政府相关部门

反映，采取进一步的巩固措施，

彻底杜绝车辆乱停放。

文/图 帮办记者 梁锐明

狮山镇罗村举办政务信息
员采写摄影实训

提升拍摄技巧
传播乡村之美

珠江时报讯（记者/彭燕燕 通

讯员/林君）“好的新闻人物摄影有

三个关键词，分别是‘中心’‘仰拍’

‘连拍’！”昨日，狮山镇罗村社会管

理处开展政务信息培训，邀请专业

老师进行摄影技巧理论教学和实

践教学，来自狮山镇罗村社会管理

处各部门以及各社区的信息员参

加培训。

当天上午，珠江时报社狮山全

媒体新闻部副主任杨世聪以“政务

摄影技巧”为题，通过摄影作品展

示、点评，为学员讲解政务摄影中

的新闻人物摄影技巧，并总结新闻

人物摄影的三个关键词，增强信息

员新闻摄影意识。

“好的新闻人物摄影有三个关

键词，分别是‘中心’‘仰拍’‘连

拍’！”杨世聪说，拍照要关注人物

的眼神、表情、嘴型、手势，将这四

个元素最和谐地表现在主要人物

脸上，照片才好看。

随后，一行人先后前往佛山市

顺德区甘竹滩及渔人码头实践拍

摄理论，在摄影老师的指导下实践

拍摄技巧，将人物拍得更生动，提

高乡村振兴宣传图片和政务信息

图片的报送质量。

“社区开展活动，将图片拍好

了才能做好宣传，才能鼓舞更多居

民了解、参与我们的活动。”狮山镇

沙坑社区党委委员蒙翠英表示，培

训干货满满，在日常活动、行动的

拍摄中可以运用到的场景有很

多。狮山镇招大社区信息员招燕

楣也表示，摄影老师讲的内容都是

日常摄影中常遇到的问题，这次培

训为自己开展工作提供了很大帮

助。

狮山镇罗村社会管理处党委

委员、副主任蒋开展表示，希望各

社区继续强化做好政务信息报送

工作，深入挖掘和总结提炼本单

位、村居的重点亮点工作，不断提

高政务信息内容质量，报送更多具

有时效性、针对性及复制推广价值

的精品信息。

■整治后，车辆不再停到人行道上。

■约20平方米

的老式影音店

里，摆满了各种

碟片。

桂城交警中队与鹏瑞利商场管理方联手整治违停，采用隔离设施进行阻隔

违停消失了进出容易了

珠江时报讯（记者/吴志恒）日

前，“食安示范全民共创 食安南海

你我共享”南海区食品安全科普知

识巡展走进大沥镇多个商业综合

体，为市民带去丰富实用的食品安

全知识。

在大沥镇嘉洲广场二楼，10
个食品安全知识展板放在显眼的

位置，该展览处于扶手电梯附近，

有市民逛街留意到这几块展板，

也会驻足阅读一番。展板展示了

佛山市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

市和南海区创建广东省食品安全

示范区的亮点工作，也介绍了一

些食品安全的“冷知识”，如久泡

的木耳不能吃、没熟的豆浆不要

喝等。

“我知道长芽的马铃薯不能

吃，但我还不知道生的青色西红柿

不能吃呢，酒也不能杀死寄生虫，

生吃虾蟹有风险。”市民小陈逛街

时路过展板，用几分钟时间就学到

了一些新的食品安全知识，表示

“好有用”。

本次巡展活动除了在嘉洲广场

设展外，还陆续到大沥永旺梦乐城、

和华广场展览。从9月1日起至12
月底，南海区食安办在全区7个镇

街的学校、商超、广场、公园、企业等

地方进行巡展，将食品安全知识、政

策送进农村、社区、学校、家庭、企

业，让市民了解更多的食品安全知

识，营造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共享的

良好氛围。

南海区食品安全科普知识
巡展进大沥

逛街学食安知识
市民赞“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