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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高考结束，部分准大学生掀起

“整形热”，如何安全健康变美引起大众热

议。 笔者在海峡整形看到罗女士，她表示

在十一二年前，毕业刚刚出来工作的她对

自己的外貌越来越不满意， 特别是鼻子，

又塌又大，对整形是蠢蠢欲动，通过多番

参考对比后，她选择在一家蛮大的整形医

院做了硅胶隆鼻手术，“一开始效果我还

是很满意的，但是近几年硅胶隆鼻的并发

症越来越明显，鼻子很生硬，鼻翼变得越

来越大。 ”一年前，急需鼻修复的她来到广

州海峡整形，李希军院长根据她的审美及

本身情况为其做了修复，用膨体材料取代

硅胶，并用耳软骨垫鼻尖，再缩小鼻翼，现

在罗女士对自己的鼻子非常满意。

盲目追求“整形热”不可取

00 后爱美更要理性审美

近些年，大家对整形美容观念接受度

在提高，快速发展的整容技术让人们敢于

去实践。 每年暑期恰逢毕业季，从即将走

进大学校园的高中毕业生到即将踏入职

场的大学毕业生， 不少人利用暑期时间

长、有充足时间进行手术后的休整，去整

形。 但是整形有风险，爱美需谨慎，特别是

00 后，在选择的时候要理性审美，切忌“网

红脸”。

“只要是经过严格审核引进的材料，

通过 CFDA 认证， 不论是膨体还是硅胶，

它们都有很好的相容性和柔软性，对身体

都是无毒无害的。 ”中国整形协会鼻整形

委员、广州海峡整形院长李希军博士从事

鼻整形已有 26 年，其隆鼻技术“黄金三角

希望鼻” 以假体+自体软骨联合手术在华

南地区得到行业专业认可。 他说：会做硅

胶隆鼻手术的医生不一定会做膨体隆鼻。

即便是材料合格，机构有资历，医生经验

不够，不管是术中还是术后效果，都很难

保障手术的成效。

2019 国际鼻修复大会土耳其召开

广州海峡整形李希军院长应邀出席

由亚洲整形美容协会主办、土耳其整

形外科协会承办的“2019 年国际鼻修复大

会” 将于 2019 年 6 月 13 日~16 日在土耳

其举行。 李希军院长受邀出席并与来自欧

洲、美国、巴西、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国

家近千位鼻整形外科医生展开专题探讨。

广州海峡整形专家团提醒：整形变美

前做好功课，不要盲目选择。 整形机构的

资质非常重要， 给你整形的医生更重要，

因为医生的审美、技术、理念决定了你的

整形效果。

撰文 吕陶

暑期整形热别盲目选择机构

“失败鼻”妈妈靠“希望鼻”再获新生

信 息 时 报 讯

（记者 陈子垤 ）

在

天河石牌村的潘氏

宗祠，每周一下午，

就会有十多名老人

在宗祠内练拳，今

年 72 岁的潘照光

就是其中一个。

风雨无阻，七旬老汉习拳 58年

日前，记者来到天河石牌村的潘

氏宗祠，一进门就被左手边的一面墙

所吸引。 应记者要求，潘照光打了一

套罗汉卸衣。 只见他的拳法威猛迅

疾，招式灵巧绵密，全然看不出是他

已经年过七旬。

今年 72 岁的潘照光是石牌村

人，受上一辈人的影响，从小就对武

术感兴趣。 1961 年，14 岁的潘照光正

式拜师学习少临南家拳。“以前的学

费便宜，交三四块钱就可以学习一个

月，”潘照光白天帮家里劳作耕田，晚

上练拳。 如今，潘照光依旧每天坚持

练拳，58 年来日日风雨无阻。

免费教学，希望南家拳发扬光大

潘照光告诉记者，此前他没有参

加过武术比赛，这几年在广州市天河

区武术协会的推荐下，他和队友们开

始参加各种武术比赛。 2016 年获得广

东省第九届武术精英大赛男子 F2 组

传统南拳罗汉卸衣

（南家拳的一种套

路）

金奖；2017 年获得全国传统武术

比赛男子 E 组南家拳一等奖。

记者了解到，潘照光所在的武术

队由十名中老年人组成，最高年龄已

有 73 岁，多年来，他们每天都在天河

体育中心北门公园坚持训练。 潘照光

说，现在村里学习武术的年轻人越来

越少，但他和队友们还是坚持每周一

下午在潘氏宗祠免费教拳，“想学的

人过来我们都欢迎的。 ”潘照光表示，

希望将南家拳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

信息时报讯（记

者 刘诗敏）

5G 时代

来临时，当你离家千

里，全息投影可将你

“送” 回家； 远程医

疗，让你在家中就可

以接受最专业的医

疗检查……高网速、

低延迟的 5G 网络

让信息传递变得更加高效，生活更加

便捷。 近日，白云区印发了《白云区

5G 产业发展工作方案》

（以下简称‘方

案’）

全面推进 5G 发展和产业信息化

有关工作，不断推进 5G 网络建设、典

型示范应用以及提升产业信息化水

平。

加速建网： 年内建成5G基站

1916个

加快建设 5G 实验网络设施是基

础工作。《方案》显示，白云区将协调

5G 网络建设， 进一步深化与三大电

信运营企业和铁塔公司的合作，协调

4 家企业在 5G 网络布设、 基站建设、

场景应用等方面向白云区倾斜，确保

在机场高速、 白云国际会议中心、民

科园、 设计之都等区域布设 5G 网络

设施， 满足开展超高清视频应用、智

能网联汽车、 智慧警务等场景示范应

用需要。

据了解，截至目前，三大电信运

营企业已在白云区建成开通 5G 基站

数为 309 个，三大电信运营企业今年

计划在白云区建成 5G 基站 1916 个。

创新体验： 无人驾驶与5G公

交陆续使用

《方案》表明，加快开展 5G 典型

示范应用，主要是打造机场高速沿线

移动超高清视频典型应用创新区、打

造白云国际会议中心综合展示体验

区、 打造民科园核心区智慧园区，结

合设计之都和白云湖数字科技城的

开展建设， 探索建设基于 5G 的新型

智慧产业园。

记者了解到，白云国际机场目前

已完成 T1 航站楼 5G 覆盖，正在与广

州联通共建“5G 机场旅客服务”实验

室、1 号仓智慧仓储、机场无线高清监

控等项目。 广州联通公司相关人士介

绍，5G 技术与全流程自助值机、 语音

翻译、 人脸识别会员等应用相结合，

将极大提高机场旅客服务效果，机场

监控设备通过 5G 网络可实现 4K 高

清视频实时回传，赋予各类检控设备

具有智慧的 AI 功能。

5 月 31 日，广州移动、广州新穗

巴士、 广州通达汽车合作推出的 5G

智慧公交投入试运行， 开通了 807A

路公交车，864 等多条线路也即将用

上 5G。 广州通达汽车相关人士表示，

运用 5G 通过大数据精准分析客流

量，同时根据算法规划最优的路线与

车次安排， 从而更好地服务乘客，有

效缓解高峰期市民出行坐车难等问

题。

《白云区5G产业发展工作方案》发布

5G大数据分析，缓解高峰坐车难

白云

天河

七旬老汉勤练少临南家拳 58年，曾获全国武术一等奖

来潘氏宗祠，免费学习南家拳

普通话版

落雨

粤语版

粤语释词

“湿滞”， 原指消化不良，“湿” 即湿气，

“滞”是不通畅的意思，“湿滞”则指人体湿气

过盛，导致消化不良。在粤语中，引申为事情

麻烦，难以解决，有不顺利、不好办的意思。

例：我琴晚唔记得做功课，呢匀真系湿滞啦

（我昨晚忘了做作业，这次真是麻烦大了）

。

每天看时报的熊仔

湿滞

前天下午，赤岗北路一家超市，两位师

奶的对话。

女

A

：哇，你今晚做大餐啊？ 买这么多菜的。

女

B

：我儿子考完试回来 ，打算煮一餐

好吃的给他咯。

女

A

：你这个当妈的真了不起啊。

女

B

：不跟你说了，我要赶着回去，刚才

看到天都黑了。

女

A

：这场雨已经在下啦，你没带伞吗？

女

B

：那就麻烦了，本来想着才几步路，

所以啥也没带。

女

A

：不要紧啦，我有伞，一会送你回去啦。

女

B

：那就谢谢了。

下雨

前日晏昼， 赤岗北路一间超

市，两位师奶

嘅

对话。

女

A

：哇，你今晚整九大簋啊？

买咁多餸嘅。

女

B

： 我个仔考完试返嚟啊，

谂住煮餐好嘅俾佢咯。

女

A

：你呢个阿妈真系唔话得

啊。

女

B

：唔同你讲喇 ，我要赶住

返去，啱啱见个天都黑晒。

女

A

：场雨已经落出啦 ，你冇

带遮咩？

女

B

：咁就湿滞喇 ，本嚟谂住

几步路，所以咩都冇带。

女

A

：唔紧要啦，我有遮，一阵

送你返去啦。

女

B

：咁就唔该晒喇。

白

话

街

事

潘照光的拳法威猛迅疾， 完全

看不出他已年过七旬。

信息时报记者 陈子垤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