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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药

粤语版

粤语释词

粤语中的“做媒”指撮合男女婚事

的“媒人”，在这里“媒”的本音“mui4”变

调读成“mui6”，音同“妹”。 在日常用语

中，“做媒”还有第二层意思，即努力促

成双方发生关系或交易，多用于贬义。

时报读者 珍姐

做媒

普通话版

某天下午， 五号线西场站站台，两

父女的对话。

女： 前两天妈妈说你和她吵架，为

什么啊？

父 ：我问她拿三几千而已 ，她不肯

给我。

女：你拿钱干什么？

父 ：你们管我做什么啊 ，反正我有

用。

女 ：你不要骗我了 ，妈妈说你想拿

钱去买什么中药，是不是？

父 ：是啊 ，那天在市场门口看到有

个中医，有人说他的药很好。

女 ：这你也信 ，那些说好的人你认

识吗？ 一唱一和骗人的。 卖的又不知道

是什么药，小心吃坏身体。

父：怎么会，那个医生还加我微信，

天天发信息过来问我身体怎样，人很好

的。

买药

某日晏昼， 五号线西场站站台，两

父女

嘅

对话。

女： 前两日阿妈话你同佢嘈交，为

咩啊？

父 ：我问佢攞三几千之嘛 ，佢唔肯

俾我。

女：你攞钱做乜嘢？

父 ：你哋理得我做乜嘢啊 ，反正我

有用。

女 ：你唔好呃我喇 ，妈妈话你想攞

钱去买咩中药，系唔系？

父 ：系啊 ，嗰日喺市场门口见到个

中医，有人话佢啲药好使得。

女 ：咁你都信嘅 ，嗰啲话好嘅人你

识咩？做媒嘎。卖嘅又唔知咩药，因住食

坏你啊。

父：点会啊，嗰个医生仲加我微信，

日日发信息过来问我身体点样，好好人

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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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

者 张玉琴 通讯员 范

敏玲 ）

LED 国旗、灯

光秀、中华灯、红灯笼

……昨晚， 伴随激昂

的音乐，“我爱你中

国” 的表白语在广州

科学城商业广场 16000 平方米楼体幕

墙上闪亮登场。夜幕下，变换的灯光幕

墙、 绚丽的喷泉表演、 舞动的激光线

条，共同构筑了一场爱国主题灯光秀，

吸引众多市民驻足观看。

除了科技感十足的主题灯光秀，

该区开创大道、科学大道、香雪三路、

开泰大道、 大沙地东等主要路段亮化

工程全面升级。 道路两侧的中华灯明

亮夺目，路灯杆上高悬的 LED 发光式

国旗、中国结、红灯笼格外喜庆，黄埔

正以崭新的面貌进入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庆典时间。“之前看过科学城的灯

光秀就觉得很美， 这次加入了对祖国

生日的美好祝福，感觉更加震撼了！ ”

晚上来广场散步的市民林先生说。 现

场，不少市民纷纷拿出手机拍照留念。

据了解， 创新灯光秀一直是该区

羊城新八景“科城锦绣”的闪亮名片。

灯光秀综合运用喷泉、灯光、激光装置

和投影成像技术，以声、光、电、水为视

听语言，将黄埔区、广州开发区的文化

符号和未来愿景巧妙植入其中， 展现

了黄埔的新气象、新理念、新发展。

目前，黄埔区正积极推进科学城、

知识城、黄埔港、生物岛等重点片区的

整体亮化， 灯光等设备正在紧锣密鼓

调试当中， 预计 9 月底全面完工。 届

时，科学城广场、奥园广场等多个片区

将联动上演包含“我爱你中国”“庆祝

新中国 70 华诞” 等元素的主题灯光

秀，营造出热烈的国庆气氛。

LED国旗、灯光秀、中华灯、红灯笼……

用灯光秀向祖国母亲“表白”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张玉琴 通讯员 徐洁芹

王春伟 ）

9 月 16 日，庆

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红色记忆”集邮巡展黄

埔站在黄埔区图书馆大

沙分馆举行，活动历时 5

天， 吸引大批集邮爱好者前往参观交

流。

据悉，此次巡展由黄埔区、海珠区、

花都区和清远市集邮协会首次联合举

办，共收到传统、现代、极限类邮集 72

部 138框。 围绕“红色记忆”的主题，此

次邮展组委会邀请了国家级、省、市级

评审员对参展邮集进行认真评审。 其

中，邹道崇《广州解放纪念邮票》、周衍

彬《广州塔门票式邮资明信片》、葛莉莎

《2005 一 1 乙酉年特种邮票》、 张建华

《正阳门箭楼图邮资封》和于祖光《一代

伟人毛泽东》 获得一框类一等奖邮集；

李晓琳《普 30保护人类共有的家园》、

余瑞莲《人民军队的辉煌》、关淑贞《不

忘初心、实现梦想》等邮集荣获金奖。

与巡展其他站点不同， 此次黄埔

站结合了黄埔区经济社会发展特色。其

中， 银奖邮集获得者吴杰的现代邮集

《不忘初心志，远洋强国梦》，用邮品和

珍贵实物共三框 48页充分展示了新中

国远洋运输事业从黄埔摇篮和发源地

出发，从经历艰难的发展历程，到服务

祖国建设、服务国际航运、服务粤港澳

大湾区和“一带一路”所取得的辉煌成

就。 为纪念本站活动，组委会专门印制

了巡展纪念封，黄埔区集邮协会特地设

计刻制了黄埔站纪念戳，集邮爱好者可

以现场盖戳及邮寄。

来黄埔图书馆 看“红色记忆”集邮巡展

不少市民特

意前来观看爱国

主题灯光秀并拍

照留念。

信息时报记者

陆明杰 摄

南沙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崔小远 通讯员 罗瑞娴）

9 月 16 日，南沙交通大

脑示范项目汇报会在香

江国际科创中心举行。

据悉， 南沙交通大脑示

范项目

（以下简称“交通

大脑”）

由广州方纬智慧

大脑研究开发有限公司承担建设，与

广州市公安局南沙区分局交通警察大

队合作应用， 于今年 1 月 1 日启动建

设。目前，“交通大脑”正在大范围加速

推进， 深化交通个体出行数据信息应

用，以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等先进

科技为支撑，持续创新交通管理模式，

为城市交通管理带来了新的增长点。

据了解，“交通大脑” 覆盖区域面

积达 98 平方公里，东起港前大道———

环市大道北； 南至海滨路； 西起黄阁

西———黄阁南———环市大道西； 北起

留新路-黄沙路，共 231 个路口。其中，

已经安装建设电警的路口有 39 个，信

号控制路口有 153 个， 其中同时具有

卡警设备和信号控制设备的路口有

34 个。 据悉，基于现有外场条件，项目

组对南沙示范区总里程合计约 169 公

里的路网、300 个路段进行完备性分

析，完备身份检测路段共 23 条，非完

备身份检测路段共 72 条。目前示范区

域每天约有过车数据 210 万条， 已接

入到“交通大脑”分析使用。

通过大数据认知分析，“交通大

脑” 可精准掌握车道级交通容量、需

求、状态，为缓解城市交通拥堵问题提

供辅助决策支持。此外，“交通大脑”还

能分析路段分车道路况、 速度、 饱和

度、承载度、车辆来源去向等更精细的

信息。 在重点客货运车辆源头管理方

面，“交通大脑”已经接入 319 家企业、

4174 辆重点车、2009 名驾驶人， 并检

测出多辆重点车多起违法未处理事

项。

智慧交通大数据助力南沙AI城市建设

拥堵黑点在哪？ “交通大脑”话你知

“交通大脑”可准确认知交通路网等状况，为缓解交通拥堵提供辅助决策支

持。 信息时报记者 叶伟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