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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两 年 来 ，
夜间经济成为各
个城市竞相进发
的“蓝海”，上海、
天 津 、重 庆 、杭
州、青岛等纷纷
将其列入新一轮
经济社会发展计
划，并出台相应
政策鼓励和支持
夜间经济发展。

所谓夜间经
济，是指发生在
当日下午 6 点到
次日凌晨6点，以
当地居民、工作
人群及游客为消
费主体，以购物、
餐饮、旅游、娱乐、
学习、影视、休闲
等为主要形式的
现代消费经济。

基于中国庞
大的人口红利及
城市规模，夜间
经济蕴藏着万亿
商机。商务部一
份城市居民消费
习惯调查报告显
示，有60%的消费
发生在夜间，大
型商场每天18时
到22时的销售额
占比超过全天的
50%。

去年底召开
的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提出“形成
国内强大市场”，
提振夜间经济，
繁荣夜间消费，
成为许多城市的
共同选择。

今年初的中
山“两会”上，多
名政协委员联名
提出了《关于发
展夜间经济拉动
中山消费提升城
市活力的建议》，
为中山繁荣“夜
间经济”开出良
方，市商务局正
在酝酿落实，制
定相关政策，为
这座城市绘制出
一幅清晰的“夜
经济”蓝图。

本报讯（见习记者 李鑫）暑期期
间，中山城区各大书店内不难见到家长
和孩子们阅读的身影。书店既能消暑纳
凉，又能增长见识，本是一个清静的好
去处，昨日记者走访时却发现，部分读
者在书店内大声喧哗、追逐打闹，无视
公共秩序。

20日下午，记者在溢彩荟二期的四
阅书店发现，一名小读者在取出书籍翻
阅后，并没有及时将其摆回书架，而是
随意丢弃在地上，违反了该书店公约，
但并无家长上前劝导。店内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读者不文明行为时有发生，这
在无形中加重了他们的工作负担。

类似的不文明行为也出现在孙文
西路的新华书店。记者注意到，此时已
是下午 3时，店内满满当当地坐了 10多
个小读者，当中有人穿着鞋子盘腿坐在
凳子上，有的脱了鞋子在店内追逐打
闹，还有的一个人霸占四五本书。此外，
一些被摆放在书架上的儿童读物毁损
严重。店员景女士告诉记者，不少家长
把小孩子送过来后就忙自己的去了，小
孩子调皮捣蛋也没人管。“常有孩子把
书弄坏，我们也没办法索赔。”景女士对
此感到十分无奈。

而在博雅书店和万有引力书店也
存在读者在书店内大声喧哗、追逐打闹

的不文明行为。“小朋友，不要跑来跑去
了。”“这位家长，您讲故事的时候能小
声点吗？”期间，有市民因无法忍受不文
明行为而出言制止。

本报讯（记者 卢兴江 通讯员 潘
美珊）深夜时分，古镇一男子在回家途
中发现一民居的大门没上锁，于是心生
歹念，闯进屋子准备偷点东西，不料却
被年过八旬的阿伯发现。穷途末路之
际，男子由盗变抢，把刀架在了阿伯的
脖子上。不过，阿伯不为所惧，最终将男
子吓退。8月 20日，古镇警方通报称，男
子已经落网被刑拘。

事情发生在 8 月 15 日凌晨 4 时左
右，独自居住在古镇古三村的吕伯睡觉
之际，突然发现有人闯进了他的房间。
吕伯迅速起床，打开灯，质问：“你是谁！
在找什么？”

男子见是一位老人，既没有逃跑，
也不胆怯，立刻原形毕露：“拿钱给我！”

没想到的是，吕伯不仅没有理睬，
反而顺手抓起一条木棍向男子打去，叫
男子赶紧滚开。

男子急了，夺过木棍，一脚向吕伯
腹部踢去，之后又快速跑到老人家的厨
房，拎起一把菜刀，跑出来就架在了吕
伯的脖子上，拉开一道小口。吕伯不为
所惧，还大力反抗。男子看这架势，只好
放下刀跑了。

第二天早晨，吕伯在家人的陪同
下，向古镇警方报了案。接报后，古镇公
安分局刑案组快速行动，调取视频监
控，走访现场，发现视频监控记录下凶
犯凌晨四点进入吕伯屋子场景。

警方一边沿路追踪，一边研判分
析，疑点直指古一村长尾市场附近租住
的黄某利。8月 16日上午 10时左右，疑
犯黄某利被民警抓获。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黄某利对实施
入户抢劫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黄某利
此前还曾因非法拘禁和故意伤害罪，分
别在广西北海和广东深圳服刑。

■无意中犯错，她主动承担责任
阿丽有过两段婚姻，两任丈夫却

都病逝，给她留下了两个孩子。弟媳妇
因为产后抑郁自杀，弟弟也因为吸毒
进了强戒所。三个孩子的抚养重担，全
落到了阿丽身上。“那时，只能靠我、妈
妈和小妹共同努力，才能让孩子们都
吃上饭、读上书，经济压力相当大。”

阿丽曾与朋友合资开了一家
KTV，平时由她来负责管理。2016年 5
月 22 日晚，三名青年在她所经营的
KTV中吸毒被查获，消息传到阿丽耳
中后，她迅速决定向公安自首，“我那
天刚做完手术在家休养，没有在现场，
但是按照法律规定，我同样承担有不
可推卸的责任。”阿丽次日便打电话给
公安，表示自己是KTV的负责人，并愿
意配合他们的一切工作。

2018年 2月 23日，阿丽被判处社
区矫正，8月正式入矫。

■危机介入，让她恢复希望
虽然是主动自首而入矫，阿丽刚

开始的心态是悲观的，家庭屡次遭遇
变故，经营又遇上问题，让她多次起了
轻生的念头。

社工孙景慧说，为了改变阿丽消
极的心态，他们迅速采取了“危机介入
的模式。”“通过陪伴、倾听等访谈技
巧，帮助阿丽发泄内心积压的情绪，让
她认识到自己在家庭中的重要性，鼓
励她坚强活下去。”

不久前，阿丽通过自学考取了广
东省的消防职业培训结业证，为以后
重新创业做好了准备，“以后招到新员
工，我自己可以传授他们正确的消防
知识了。”阿丽自豪地说。

孙景慧表示，阿丽这样的个案比
较特殊，“实际上被查获吸毒的人员是
订房的客人私自带来的，阿丽本人不
在场、不知情。但她认为既然自己犯了
错，就必须勇敢自首、承担相应责
任。”因此，司法所以给予更多人道主
义的关怀为主，在合理的范围内为她
提供一些绿色通道。例如社矫规定入
矫人员不可离开本市范围，但阿丽的

弟弟出现意外、生命垂危的情况下，该
镇司法所所长和全体工作人员在非工
作时间依然帮助她协调请假，使她能
够及时看望弟弟；有时考虑到阿丽要
照顾多个小孩的特殊情况，除了常规
的定期汇报思想状况、参加思想教育
和公益劳动外，司法所和社工也会安
排个别的思想教育和公益劳动。“这些
人情味的陪伴也让她越来越阳光。”孙
景慧说。

■公益活动，让她充满希望“再出发”
从正式入矫到现在有一年了，阿

丽参加了20余次公益活动，“她特别勤

奋，我们每个月至少两次公益活动，基
本全都准时出席了。”孙景慧夸奖道。
阿丽也表示，参加公益活动让她感到
特别开心，“神湾镇徒步十公里普法宣
传活动、南区老人的集体婚礼活动我
都有参加，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2020年 2月 27日，阿丽的社区矫
正便正式结束，她表示，在司法所和社
工的帮助下，自己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我想让自己变得更强，照顾更多的
人。”阿丽表示，以后也会积极参加公
益活动，帮助更多的人走上正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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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案一审期间，马某称事发时他在
制作直播视频，可能是田女士进入了视
频的画面。今年6月，市中级法院二审该
案。马某二审时又称自己是以摆摊为
生，不靠拍视频赚钱，通常都在街头拍
点正能量的东西。马某称自己通常在

“快手”平台发布，当天只是随便拍拍发
在朋友圈的生活动态。

法院认为，相关监控视频和当事人
陈述等证据足以证实，马某未经田女士
同意在直播过程对她进行拍摄引发纷
争，并致田女士左肩关节脱位。马某是

在以田女士等女性为明确的直接拍摄
或直播对象，而且有口头搭讪，而不是
之前所说的偶然或无意将田女士纳入
拍摄或直播镜头，田女士有权拒绝和制
止马某的相关行为。

因此，虽然田女士受伤前的行为有
点急躁，但仍属于保护自身权益的性
质，不具有违法性。马某应当对田女士
的相应损失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法院一
审二审均判决马某赔偿田女士误工费、
医疗费等合计11971.94元。目前，该判决
已生效。

“百年老街”的美好夜色
夜幕下的孙文西路文化旅游步行街仍是不少市民和游客的

休闲购物首选地，也是众多商家的淘金之地
城区多家书店频现不文明行为

孩子追逐打闹 家长疏于管教

四阅书店内几本书籍无人归位。

街头网络直播与人起纠纷
男子甩伤孕妇被判赔1万

盗贼入室持刀抢劫
八旬老伯将其吓退
犯罪嫌疑人已经落网并被刑拘

手机直播是目前社交网络较为火爆的传播方式，然而不经直播

对象同意而擅自拍摄，有可能因此产生纠纷。8月20日，市中级法院

通报了一起发生在坦洲镇的健康权纠纷终审判决。32岁的黑龙江

人马某因在街头手机直播而与田女士产生纠纷，马某甩伤田女士致

其受伤，被判赔偿医疗费、误工费等1万余元。

案情回顾：男子街头直播被拒，甩伤孕妇惹官司
田女士在坦洲镇坦神北路某百货

一楼服装店上班。2018年 1月 7日 19时
50 分左右，店门口来了一名“不速之
客”。当时，一名网络主播正拿着自拍杆
用手机在做网络直播。“我看到拍到自
己，就要求他不要拍我，但他不听，还继
续直播。”

田女士生气地说了句“滚开”，但该
男子不听，还骂了田女士并在直播中对
粉丝说田女士脾气不好。“我看他不肯
走开，就上去抢他的手机，想把里面视
频删掉，他用力甩开我的手，我整个左
手无力地垂下去，疼得我蹲在地上。”田
女士说，该男子依然不理会，继续直播。
随后田女士报警。

对此，马某在派出所的陈述是另一
种说法。“我当时在拍摄聊天视频直播，
拿手机向两名女子打招呼，并问‘美女，
我是陌陌平台的主播，能和你聊聊天
吗？’，其中一名女子说‘滚’，我听后对
着手机视频直播说‘老铁们，我直播一
年了第一次遇见这样的女孩’。”马某
说，该女子上来抢手机，被他用手躲开，
但那女子拉住他不让他走。

田女士当晚被诊断为左肩关节脱
臼。由于刚刚怀孕不久，田女士次日又
到医院住院检查，其中骨科医生建议
她休息一个月。事后，田女士将马某告
上法庭，索赔医疗费、误工费等合计 2
万余元。

法院判决：当事人拒绝拍摄属保护自身权益，男子侵权须赔偿

本报记者 张房耿 通讯员 刘颖清

践行公益重拾信心
装修店铺重新创业

神湾一曾“容留他人吸毒”
的社矫学员面临人生困境，社工
巧用关怀手法助她“重新出发”

8月17日，惯例家访结束后，社矫学员阿丽（化名）带着司法社工孙景慧参观

她准备9月重新创业的店铺。“墙壁可以贴一些广告，这里我打算全部换上漂亮的

地毯。”阿丽分享着自己的创业规划，自信从容。屡次遭遇家庭变故，2018年8月

还因“容留他人吸毒罪”而被判处社区矫正，阿丽此前不但悲观，甚至有轻生的念

头。近日，在神湾司法所工作人员及向日葵社工的积极帮助下，阿丽已经摆脱往

日的阴影，充满希望地迈向了明天。

夜幕降临，孙文西路文化旅游步行街华灯初上。这条弥漫着商

业气息的老街，至今风雨百年，虽然繁华已今非昔比，但它仍是中山

最美的夜色之一，仍是商家和小贩的淘金街、市民和游客的青睐地。

期待： 利用好步行街载体繁荣夜经济

8月15日晚8时，记者一行从岐江桥头
走进孙文西路。霓虹灯下的街口，七八个黄
包车车夫边拉家常边候客，老金店门前，店
员热情召唤着客人，对面二楼麦当劳快餐
店依旧游客满座。街对面是兴中广场，逛完
商场的游客三五成群，穿过斑马线，径直走
入步行街，体验这条老街的韵味。

“十年前我刚来中山工作时，朋友告诉
我说不逛孙文西路步行街不算到中山。现
在十年过去了，我还是这种感觉，所以今晚
特意带贵州来的朋友来这里逛逛。”说这话
的，是已把家安在火炬开发区的孙祥。孙祥
当晚请朋友在兴中广场的一家粤菜餐厅吃
过晚饭后接着逛步行街，而后还要折返到

兴中广场看巨幕电影，“票都订好了。”
居住在莲塘路的陈静说自己很喜欢

逛步行街。“累了，街道两侧有椅子可坐；
饿了，步行街竖巷里有很多美食；渴了，街
面上有售各种口味的饮品。当然，街边骑
楼里有不少时下最流行的服饰和鞋帽，关
键是很便宜。”陈静直言，自己赚的钱不是
太多，因此城区的高档商场再多，她还是
喜欢逛月光下的步行街。

老高在步行街靠“大庙下”的位置摆
了一个小摊位，专售文房四宝，这让步行
街多了一份墨香味。和其他摊主相比，老
高略显“另类”——既不吆喝，也不有意招
呼顾客，而是低头写字。“我的客户基本都
是懂行的老客户，白天大家忙工作，晚上
才有空来这儿挑点笔墨纸砚。我叫价低，
他们一般不杀价。”老高说，自己连续摆摊
六年，每天下午 2 点开始，晚上 9 点半结
束。一来是为了消磨时光，交些同道朋友，

二来赚点小钱，贴补家用。说话间，附近居
民赖先生来到老高的摊前，花了近百元买
了一张书法布和一支狼毫笔。

50多岁的潘先生在步行街后面的老
巷里开了一家缝纫店，取名“上海时装改
裤脚”，已经营了十五六年。巷子微弱的灯
光下，记者走进缝纫店，潘先生正用老熨斗
熨裤管，发出“呲呲”的声响，屋子里亦有蒸
汽弥漫，身旁 10多岁的儿子正在玩手游。

“我的生意来自步行街的服装店，服装店根

据顾客的要求，量好尺寸，将裤子送到店里
来改，一次收费4元，十多年我都没变过。”
潘先生坦言，晚上赚得比白天多一些。

一辆三轮车，一只小灯泡，两堆时令
水果，这是六旬老人闫先桂在逢源东街的
摊位。每天晚上六点左右，她会准时出现
在街口，为游客提供来自老家、味道独特
的果品。老人说，隔壁的孙文西路步行街
有城管值班，因此晚十点以后，她才会骑
车到步行街售卖。“步行街的生意会好很
多，一般我会在晚上 12点左右收摊，一个
晚上有100元到200元的收入。”

步行街上，记者不仅见到了拥有 60
年店龄的老字号永明眼镜店，也见到了

“清仓”十年的服装屋。采访时，有顾客称
赞商户和小贩利用晚上时间，带给游客诸
多便利和美好，也有游客抱怨骑楼里，不

少商家售卖的东西千篇一律，缺乏特色。
孙文西路文化旅游步行街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表明，整条街大
约有 140 多家商户，依托步行街生存的
北街商户、地摊小贩则更多。有赵姓顾

客直言，两年前就看新闻说石岐区准备
将步行街改造，而且要升级为“步行
城”，结果说了两年，至今没有一点动
静，希望政府早点将项目上马。“国家鼓
励发展夜间经济，刺激消费，而孙文西
路文化旅游步行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
载体。”赵先生说。

商家： 晚上生意比白天好不少

游客： 还是逛步行街更有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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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晚的步行街游人如织。

阿丽（左）在社区参与公益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