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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莞邑妇女创业公益集市 11-12 日旗峰公园举行

350 多种美食等你品尝
东莞时报记者 周素琼

今天上午 9 点 30 分，由市妇联主办，东城妇
联、市书法家协会协办的第三届莞邑妇女创业公
益集市将在东城旗峰公园正门广场鸣锣开市。本
次活动以
“巾帼心向党，
建功新时代”
为主题，
为期
两天，
开市时间为今天和明天的9:30-17:00。
记者从活动主办方了解到，活动现场共设
置展位 115 个，分为美食、手工、服装三大经营
区，共计展销创业成果 400 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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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时报记者 周素琼 摄

互动游戏适合带娃参加
主办方介绍，传统手工展示摊位共 21 档，参
展手工产品 30 多种，有莞草背包、莞草灯笼、莞
草茶具，以及手工制作的头饰、口红、包包等。
服装展示摊位 6 档，共参展服装 20 多种。此外，
还设有义诊区，主办方邀请东城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专家开展义诊体检送健康；春联书写区，市
书法家协会书法家免费挥春送祝福……
为丰富活动形式，
主办方还设置了丰富的互
动游戏环节。如白玉兰
“拍拍拍”
游戏，
参加者于
活动背景板、九周年 INS 板前拍照，完成指定内
容拍摄即算通关；白玉兰“拼拼拼”游戏，参与者
可从玉兰讯上寻找分布图线索，并拼出图形，拼
凑正确即算通关；白玉兰“跳跳跳”游戏，参与者
自己抛出的骰子，在地图上前进相应步数，再根
据格子上的要求，
进行游戏，
最后到达终点，
即算
通关。明天就是周末了，
带上孩子一起来玩吧。

周末阴天，
气温小幅下降
想在春节期间赏水仙，
现在就可以养水仙球了
东莞时报记者 董珊伶

昨天东莞依旧是阴天、多云，中午前后可见
阳光，全市气温在 15℃到 23℃之间，较前一天
升高 1℃-2℃。
今天，
还是多云到阴天的天气，
平均气温与昨
天差不多，人体感觉温暖。周末天气如何？1213日受弱冷空气补充影响，
阴天到多云，
最高温小
幅下降；
14日多云，
早晚有轻雾；
展望15-18 日受
新一股冷空气影响，
气温下降，
间中有小雨。
昨日记者途经花卉市场看到，不少档口都
摆出了水仙花和风信子花球。绿洲园艺的工作
人员陈小姐告诉记者，水培水仙花大约 40 天左
右即可开花，水仙花是一种喜凉爽环境开花的
花卉，如果放室内，记得温度不宜超过 25℃。开
花期间可以在水里添加少量食盐，或者放置一
片阿司匹林，都能起到延长花期的作用。刚上

东莞时报讯 （记者 冯欢） 昨日，记者
从东莞交通部门获悉，因中堂镇花园街道路
施工，3 条水乡公交线路临时调整中途站，恢
复日期待定。其中，609 路双向取消“江南
村市场”站，626 路和 627 路双向取消“精神
卫生中心”
站。

1814 名拟任陪审员完成任前公示

一站尝遍东莞传统美食
传统美食展示是本次活动的一大亮点。据
了解，参展美食达 350 多种，其中不乏东莞知名
的传统小吃，如虎门白沙淦记腊味、高埗冯耀昆
冼沙鱼丸、中堂阿妹鱼鲍店、莞娘……
冼沙鱼丸是高埗的特色美食，而冯耀昆家
的冼沙鱼丸，更是高埗冼沙鱼丸的代表之一，在
高埗可以说得上是家喻户晓了。如果你想吃到
正宗的冼沙鱼丸，冯耀昆不可错过。
另外，在全市都非常知名的莞娘，也会带着
他们的寸枣、扣肉、炒米饼等水乡民间美食来到
现场。昨日，记者从莞娘制作总部了解到，工作
人员提前一天将新鲜制作的小吃打包好，莞娘
负责人黎小平告诉记者，莞娘的产品没有添加
剂，保鲜时间不长，每次出售产品都是提前一两
天制作，保证食客吃得放心。黎小平还告诉记
者，他们制作的手工产品是东莞市民逢年过节
家中必备的，为方便市民朋友提前在集市上置
办年货，
他们还推出了各种吉利的大礼盒。
中堂阿妹鱼鲍店也非常值得你驻足，鱼鲍，
是中堂槎滘村的村民引以为傲的特色美食，外
形与云吞相似，但吃进嘴里则是另一种完全不
同的口感。这种在槎滘村流行了近八十年的美
食，许多食客都会慕名前往阿妹鱼鲍店品尝。
在参展名单中，记者还看到了糖糖土特产、
东莞清溪峻银蜂蜜专业合作社等的产品。来自
各个镇街的美食产品在此汇聚，现在你不需要
东奔西跑，只要到旗峰公园就可以一次性尝到
数百种东莞传统美食。

609、
626、
627 路公交临时调整

盆的水仙花，没生根之前建议每天换水一次，之
后 3-5 天换一次，在形成花苞之后可每周换水
一次，可用晾晒后的自来水。如果你也想在春
节期间赏水仙，现在就可以养水仙球了。
后天农历十二月初八，即腊八节，俗称“腊
八”，古人有祭祀祖先和神灵、祈求丰收吉祥的
传统，一些地区有喝腊八粥的习俗。俗语有云，
“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节是
过年开始的标志。
沈从文在《腊八粥》一文中这样描写孩子喝
腊八粥的场景：
“ 初学喊爸爸的小孩子，会出门
叫洋车了的大孩子，嘴巴上长了许多白胡胡的
老孩子，提到腊八粥，谁不口上就立时生一种甜
甜的腻腻的感觉呢……闻闻那种香味，就够咽
三口以上的唾沫了。”文中孩子们高高兴兴喝腊
八粥的样子，跃然纸上。腊八粥，于你而言，又
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东莞时报讯 （记者 付碧强 通讯员 胡
倩） 昨日，记者从市司法局获悉，我市 1814
名拟任人民陪审员顺利完成任前公示。据
了解，2018 年 9 月，东莞正式启动人民陪审
员选任工作，10 月 11 日发布选任公告，拟选
任人民陪审员共 1814 名。截至 2018 年 12
月 20 日，我市共完成审查人民陪审员合格
候选人 3629 名，其中，个人申请 652 名、组织
推荐 182 名、随机抽选 2795 名。12 月 20 日
进行第二次随机抽选确定拟任人选，其中随
机抽选候选人 1453 名，个人申请及组织推
荐抽选候选人 361 名，两项合计共 1814 名。
2018 年 12 月 29 日至 2019 年 1 月 7 日完成
了拟任人选的任前公示。
目前，东莞市 2018 年度拟任人民陪审
员 1814 名，现任在职人民陪审员 607 名 。
下一步，将由法院系统牵头对拟任人民陪审
员提请人大任命，并组织新任人民陪审员进
行就职宣誓、业务培训。

去年东莞发放残疾津贴 1 亿多元
东莞时报讯 （记者 周素琼） 1 月 10 日
上午，东莞市残联召开 2018 年全市残联系
统工作总结会，全面总结东莞 2018 年残疾
人工作情况，并部署 2019 年工作。
2018 年，市残联为 4.45 万名持证残疾
人发放残疾津贴 1 亿多元；为 2.36 万名残疾
人发放医保补助 1469.56 万元。在残疾人康
复教育等方面，为 831 多名残疾人提供了
3.14 万人次居家康复服务；为 2280 名残疾
人适配 2566 件辅具。市特殊幼儿中心、市
残疾人康复中心、市康复实验学校共为 600
多名残疾儿童少年提供康复教育服务；29 家
民办残疾人康复机构为 1000 多名残疾儿童
开展康复教育服务。

中国石化东莞分公司推出优惠活动
东莞时报讯 （记者 刘志斌 通讯员 刘
艺璇） 记者从中国石化东莞石油分公司获
悉，该公司正在开展“充 3888 送金猪无限能
量包”
活动。即日起至 2 月 28 日，
“加油广东”
APP 绑卡会员在 APP、微信单笔充满 3888
元，
即可尊享金猪无限能量包，
其中包含价值
388 元的固定礼包（包含 100 元礼品券 1 张、
100 减 60 元抵用券 2 张及 168 元加油金）。
会员在充值后可参与
“抱金猪”
小游戏，
赢取 5
元至 1 万元不等的加油卡充值金、汽服代金
券、流量包等优惠，
还可以将活动页面转发好
友或分享朋友圈，
邀请好友一同分享好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