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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 术 来 源 于 生
活， 广州重型机械
厂退休职工陈叔观
剧后表示，这部话
剧一下子把他 拉
回 到 了 那 个 争 创
全 国 第 一 的 峥 嵘
岁月。

历史清晰地记
载着， 自 1952 年开

始，广州“河南”郊区被
作为广州市重要的工业基

地加以建设，广州造纸厂、广
州重型机器厂、 广州造船厂等

30 多家大中型工业企业陆续在此
扎根。往后数十年时间里，这条 5.5
公里长的工业大道生产出了万宝
牌电冰箱、虎头牌电池、五羊自行
车等当时风靡全国的产品，广州第
一条万吨巨轮、 中国第一台离心
机、世界上第一件钛制潜水服等也
是其“代表作”。

后来，因城市发展、产业升级
等问题， 工业大道沿线的厂房逐
渐搬迁。 2011 年 1 月，广州造纸
厂基本完成环保搬迁工作， 结束
了其在工业大道的 70 余年历程，
也为工业大道曾经的工业辉煌画
下了句号。

中共广州市海珠区委宣传部
副部长刘仕君认为， 工业大道代
表了中国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光
辉历程，也是展示海珠敢闯敢试、
敢为人先的改革精神， 主创团队
进行实地采风、 资料研究等一系
列的工作， 才创作出这部贴近时
代与生活的话剧， 希望观众从话

剧中看到不断开拓、 勇于创新的
海珠精神。

舞台上第三代人游览工业大
道创新园区的场景便是一个例证。
城市需要发展，工业遗产却是城市
历史文化和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做好平衡，近年来海珠区一方
面把老城区的空间腾出来，导入创
新产业，另一方面在合适之处保留
了工业记忆 ， 于是便有了保利·
1918、BIG 大干围艺术园区、 海尚
明珠智慧园和 O2PARK 等一批科
技创新园区，以创新集聚推动城市

“逆生长”。“工业大道精神的延续
可能也是我们科技创新园区的使
命。 与曾经争创全国第一的工人们
一样，如今在工业大道各个科技创
新园区的创新创业者们也在追求
着自己的梦想。 ”保利·1918 智能
网联产业园负责人说道。

舞台上年轻一代高科技人才
在琶洲抢抓机遇则是另一个例证。
据介绍，目前，琶洲是广州人工智
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的核心区，是
广州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的战略
桥头堡。 未来，琶洲地区将打造成
数字创新产业、会展产业、总部经
济等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外向型
和创新型经济集聚发展的高质量
经济增长极。“工业大道上虽已不
见机器轰鸣的厂房，但工业大道的
孩子去了琶洲开始新时代的工业
梦想，正如我在剧本中写道：工业
大道的故事没有结束，她穿过时间
的隧道，延伸至琶洲，即将绽放绚
丽的花朵。这是我想表达的。”导演
李金泽表示。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李焕坤
图 / 羊城晚报记者 林桂炎

艺术与现实在舞台上交织， 诠释
“工业大道”精神何以经久不衰

话剧《工业大道》
海珠首演

舞台上，张建设向后辈说起工业大道历史，并为自己是一名工人深感自豪；
现实中，5.5公里长的工业大道上曾经满是拥有自己核心技术和“全国第一”的

工厂，机器轰鸣，炉火通明。
舞台上，网红娜娜希望把工业大道上的老房子改造成网红楼；
现实中，保利·1918、BIG大干围艺术园区、海尚明珠智慧园和O2PARK等一批

科技创新园区在工业大道遍地开花，承载工业记忆的园区成为网红打卡点。
舞台上，张子豪的人工智能生物工程研发中心在琶洲建设顺利；
现实中， 截至2019年底， 琶洲地区30个在建项目总投资约666亿元， 预计至

2035年，将创造超过1.2万亿元产值，集聚超过80万高端就业人口，建成大湾区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1月8日晚7时50分，首部反映广州工业化进程的现实题材话剧《工业大道》在海
珠区小海燕剧场上演，艺术和现实此刻在舞台上交织。海珠区各行业代表，以及工业
大道沿线企业退休人员、居民代表600余人观看了首演，不少观众热泪盈眶。

三代人
追求不同工业梦

“许多名牌在这里制造，冰
箱、篮球、球鞋、电饭煲……只要
你想要的都能找到。 爸爸妈妈是
工人，我们都很骄傲。 ”随着轻灵
的音乐响起，舞台的灯光渐亮，三
代人的故事在工业大道一栋两层
老房子内徐徐展开： 老一代人张
建设曾在工业大道工厂里创造自
己的辉煌， 如今时代过去稍显落
寞； 中年一代张大伟不再子承父
业，而是走上贸易之路，与父亲始
终有隔阂； 远赴他乡求学第三代
人，作为工业大道的孩子，选择走
进今天的琶洲，投身大湾区建设，
开始信息智能的工业梦想。 话剧
通过三代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对工业梦想的理解和追求， 刻画
出一代代工业人的真实形象。

一个多小时过去，灯光渐暗，
音乐渐止，话剧《工业大道》就此

落幕， 观众席上的市民却久久没
有离开。 31 岁的关先生三岁起就
在工业大道上居住， 他告诉记者
这部话剧让他想起了小时候，“以
前爷爷和妈妈就在工业大道东方
红印刷厂上班， 快 30 年过去了，
坐着爸爸的摩托车去厂里玩的记
忆仍旧鲜活。 几十年过去了，我们
一家人眼见工业大道起高楼，也
见证了广佛线带动工业大道沿线
的饮食娱乐发展， 这段路满满的
记忆和温情。 ” 简女士是新广州
人， 她表示以前只是从别人口中
略略了解万宝冰箱、 虎头牌手电
筒这些广货都是出自广州曾经的
工业重地———工业大道上， 但有
关这条道路的历史知之甚少，“通
过这部原创话剧， 我了解了工业
大道的历史， 深深感觉到它的精
神没有消失，而是在琶洲绽放。 ”

话
剧
之
外

� 羊城晚报： 为什么会
以工业大道为题材打造一部
话剧？

李金泽： 有一天我看到
了海珠区一堵承载了工业大
道记忆的“工业墙”，我觉得
很有意思。我不是广州人，对
工业大道的理解还停留在路
名， 深入了解后才知道我年
轻时用的很多东西， 万宝牌
电冰箱、 双鱼牌乒乓球、555
电池等等都来自工业大道，
在这条大道上曾诞生特别多
的优秀工业产品， 但如今大
道上所剩的旧工厂寥寥无
几。 带着这样的感触我开始
挖掘工业大道背后的故事。

羊城晚报： 为什么要从
一 个 家 庭 来 体 现 《工 业 大
道》？

李金泽：我认为所有的
故事都要讲情，人物的情感
是一部戏的支撑点。我们团
队一年来进行实地采风、资
料研究、内容讨论 ，最后确
定从一个家庭三代人的情
感纠葛作为切入口：老一代
人曾在工业大道的工厂里，
用火一样的热情，锻造出一
个时代的辉煌；中年一代不
再子承父业，而是在电商的
大风口捞到了人生第一桶
金； 远赴他乡求学第三代
人， 毕业后选择踏入大湾
区，开始人工智能的工业梦
想，三代人的理想不同必定
带来碰撞，最后家庭的和解
也预示着工业大道的精神
以另一种形式在海珠延续。

羊城晚报： 您希望通过
这部话剧呼唤什么？

李金泽： 工业大道其实
有三重涵义， 一是地名，二
是指这里曾经都做工业，三
是工业是条阳关大道。 工业
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石，广
州的工业大道没有消失，而
是穿过悠长的岁月， 在琶洲
开出绚丽之花， 我希望越来
越多的年轻人能加入工业制
造中，托举民族希望。

穿过悠长岁月
“工业大道”

没有消失

话
剧
之
中

美发店突然放假
8 日上午， 记者在位于骏景路

57 号的“JoeJoe's� Home”店址看
到，该店大门紧闭(见左图 )，玻璃门
上所贴告示称： 尊敬的各位会员，
本公司于 1 月 7 日正式放年假到
正月初六（1 月 30 日） 上班营业，
给各位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在店铺告示一旁，同时还贴着
1 月 8 日天园派出所、骏景北居委
会共同署名的告示， 上面提到：各
位居民，在 2020 年 1 月 7 日晚上，
接 报 骏 景 路 57 号 的“JoeJoe's�
Home” 发廊经营者关门跑路的情
况， 如有开卡造成损失的居民，请
在 2020 年 1 月 10 日前在上班时

间到骏景北居委会按要求填好有
关资料信息，等候处理。

记者从居民处了解到，天河区
天园派出所已控制该店两名人员。
8 日晚， 天园派出所告诉记者，警
方正在讯问两名涉案人员，其中一
名是原店方主要负责人，目前还没
有定论。

有人充值过万元
记者梳理财产损失登记数额发

现， 有居民充值高达 1 万余万，充
值数千元的也不在少数。

为何这个社区美发店有如此大
的充值数额？ 街坊反映，几个月前该
店经常推出“优惠活动”，开卡充值
后消费可以打 5 折、6 折。“这个店

做美容美发服务也有十多年了，没
想太多就充值了。 ”

“美容小妹一周前告诉我，她
有一个月没有发工资了。 ”一位在
场围观的女士回忆，一周前，她来
店二楼做美容护理，相比以前，当
时的店家服务态度不是很好，“我
想做推拿，店长却说人手不够。 ”
她的卡里还有 1500 元余额。

一位刚在社区居委会登记完损
失数额的张女士表示，“我充卡一般
不会超过 1000 元，因为‘大六’给我
做了几年头发，当时‘大六’说跟这
家店签了很多年的合同， 我才充了
3000 元。 ”

张女士所称的“大六”是该店
美发造型师，在这个店为社区居民
提供服务已有十余年 ，。“Joe-

Joe's� Home” 美发店“放假”事件
发生后，“大六 ” 在微信朋友圈
称———“因为公司和业主之间有租
赁关系需要协调暂停营业，我个人
春节前临时在骏霖轩‘维度’美发
店为大家服务。 ”

8 日上午， 记者在“JoeJoe's�
Home”店斜对面约 100 米距离的

“维度”美发店见到“大六 ”，他表
示，“我只在原来的店里负责剪发，
不参与管理， 对这个事件并不知
情，我也是其中的受害者。 ”

记者了解到， 该店已为社区居
民提供美容美发服务十余年， 但其
间换过如名海、 美丽源等名字。 有
街坊反映， 该店于 2019 年 1 月重
新装修。 至于店名更改的具体时
间，在场街坊均表示未曾仔细留意。

工业大道精神历久弥新

春节前发廊突然谢客，是放假还是卷款走佬？
骏景小区两百多名街坊数十万充值款“冻过水”

对话

羊城晚报讯 记者刘云、通讯
员邓锦壕报道：为了挖掘身边的凡
人善举， 积聚向上向善的正能量，
营造尊重关爱来穗人员的良好社
会风尚，1 月 7 日下午， 由越秀区
委宣传部、越秀区委政法委（区来
穗人员服务管理局）、 区总工会主
办的第四届越秀最美“好邻居”“好
房东”“好雇主”事迹交流分享活动
在越秀区党群服务中心举行。 30
位荣誉者获得证书，“三好”代表分
享了在越秀生活、奋斗的故事。

2013 年， 越秀区率先全省成
立了异地务工人员综合服务中
心， 来穗人员和户籍人员一样享
受免费的职业介绍、就业推荐、政

策咨询、 岗位需求匹配性测试等
全方位服务。2016 年，该区首次开
展最美“好邻居”“好房东”“好雇
主”评选活动，四年间，已产生 120
位荣誉获得者。 吾心安处即故乡。
为了体现越秀区对优秀来穗人员
的赞赏与肯定，《2019 年越秀区来
穗人员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入学工
作的实施细则（试行）》 中规定，
2016-2017 年荣获越秀区“最美

‘好邻居、好房东、好雇主’”称号、
2018 年荣获越秀区“最美‘好邻
居、好雇主、好雇员’”称号的来穗
人民的随迁子女， 可在越秀区申
请统筹安排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
年级公办学位。

首 部
反 映 广 州
工 业 化 进
程 的 现 实
题 材 话 剧
《 工 业 大
道 》 讲 述
了 三 代 人
的工业梦

还有 10 天“行花街”喽
年花价格预计稳中有降

越
秀

羊城晚报讯 记者丁
玲报道：2020年农历新年
的花市最早将在1月19日
开门迎客。8日，羊城晚报
记者从2020“广州过年·
花城看花”新闻发布会获
悉，2020年全市将设11个
迎春花市（详见右表），让
广州市民和中外游客感
受岭南春节花展氛围。

11个迎春花市中，越
秀、海珠、荔湾、天河、白云
及黄埔花市开放时间为3
天，即从1月22日至1月24
日，1月24日延至1月25日
凌晨2:00结束。 周边城区
（南沙、番禺 、从化 、花都 、
增城） 花市开放时间为
5-6天不等。其中，南沙、
从化和番禺三区花市将于
1月19日开放迎客。 这也
意味着广州市民只要再
过10天，便能到提前开放
的迎春花市“行花街”。

记者了解到，此次花
市总档位数为2755个。今
年的年宵花呈以下三个
特点 ： 市场供应充足稳
定，蝴蝶兰、大花蕙兰、红
掌等传统花卉产量增加，
供应充足；花卉质量普遍
提高，经过多年的科研改
良，今年的年宵花花期延
长、品种繁多，成色、质量
较往年均有提高；年宵花
向精品、 小型化方向发
展，搭配小盆栽、多肉组
合的迷你型、组合型花卉
将更受欢迎。预计总体价
格稳中有降。

此外，各区还将继续
把花市牌楼设计作为此
次迎春花市重点，结合本
区实际，最大限度展示岭
南文化底蕴和鼠年民俗
特色。

11 区花市地点及开放时间
（按开放时间先后顺序排列）

从化
风云岭坪地公园
1月19日8时30分至1月24日23点

番禺
市桥街基盛万科中央公园广场及其南

面的区广播电视大楼东侧规划道路等地点
1月19日9时至1月24日24时

南沙
南沙街道市南大道
1月19日至1月23日（每天9点至22点）

黄埔
主会场：黄埔体育中心
分会场：知识城九龙湖广场
1月20日至1月24日

花都
花卉之都园区
1月20日至1月24日

增城
增城广场北面广场
1月20日至1月24日

越秀
西湖路和教育路
1月22日至1月25日（1月22日、23日

8点30分至24时，1月24日8点30分至1月
25日凌晨2点）

海珠
滨江西路（人民桥至解放桥路段）和

宝岗大道（滨江路至南华路段）
1月22日至1月25日（1月22日、23日

8点30分至24点，1月24日8点30分至1月
25日凌晨2点）

天河
天河体育中心
1月22日至1月24日

荔湾
荔湾区荔湾路
1月22日至1月25日（1月22日、23日

8点30分至24点，1月24日8点30分至1月
25日凌晨2点）

白云
云城东路白云万达广场东广场
1月22日8点30分至1月24日24点

（整理：徐振天 张豪 梁怿韬）

“好邻居”“好房东”“好雇主”
子女可统筹入读公办学校

文 / 图 羊城晚报记者 徐振天

“好奇怪， 现在快过年了应该是生意最好的时
候呀，怎么放假了？ ”7 日，天河区骏景花园小区居
民报料称，社区内一家美发店疑似“卷款跑路”，小
区居民已报警。 据骏景北社区居委会搜集的情况，
在该店开卡尚有余额未消费的居民已超 200 名，总
额达数十万元。 8 日晚，羊城晚报记者了解到，一名
原店方主要负责人已被警方控制。

近年来，“充值跑路” 事件频发， 商务部在
2012 年出台、2016 年修订的 《单用途商业预付卡
管理办法》中，规定了企业发售预付卡应当向商务
部门备案。广东大同律师事务所朱永平律师指出，
“该部规章对发卡机构的主体要求很高，适用范围
较窄。但此类案件在美容理发、网吧、健身、餐饮等
服务行业较为常见，日常中出现“充值跑路”情况
的大都是个体工商户，不受该办法的管理。 ”

“你看中的是商家的折扣，商家看中的是你
的充值款。 ”居民如何避免掉入“充值”陷阱？北京
德和衡（广州）律师事务所赵绍华律师提醒，广大
消费者在充值消费（预付款消费）时，一方面要考
察商家的信誉和实力，此外，不要被高额的打折
所迷惑，每次尽量少充值，消费完后再充值。

遭遇财产损失后，街坊应该如何维权呢？ 赵
绍华告诉记者，发现上当受骗的居民应保留相关
证据，并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案，“如果受骗的
数额达到了诈骗罪立案的标准，警方会立案追究
犯罪嫌疑人的责任”。

记者帮维权
律师提醒

“充值打折”需警惕
发现上当立即报警

今年 11 区花市“标王”
区 “标王”身份 “标王”身价

越秀花市 农业集团 53.8 万元
海珠花市 乳品企业 20 万元
天河花市 乳品企业 13.01 万元
荔湾花市 乳品企业 42080 元
白云花市 工艺品档 18018 元
花都花市 年桔档 13810 元
从化花市 中药饮料企业 10100 元
番禺花市 花档 8880 元
黄埔花市 工艺品档 8500 元
增城花市 年花 / 桔双摊位 8390 元
南沙花市 工艺品档 7800 元

（整理：徐振天 张豪 梁怿韬）

编剧和导演 李金泽

本版图表：李焕菲

扫码可看
今年11区花市
牌楼 , 你最钟
意哪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