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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到多云

24～33℃

今日天气

吹轻微的偏西风

明日天气

24～31℃

吹轻微的偏西风转轻微至

和缓的偏北风

多云转阵雨

紫外线指数：很强

防护措施： 尽可能不在室

外活动， 必须外出时要采

取各种有效的防护措施

出前一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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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廖温勃）

“实力中

青年医生”将再到社区，为居民义诊！ 明

天上午，由广州日报健康有约、信息时报

社重磅评选出的实力中青年医生此次来

到琶洲街为市民提供义诊服务。6 名实力

“大咖”分别来自心血管内科、神经内科、

骨科、儿科和妇科等方面专业，有兴趣的

市民可在明天上午前往海珠区琶洲新村

中心广场与“大咖”们面对面交流。

自今年 6 月下旬开始， 广州日报健

康有约、信息时报社、微社区 e 家通联合

开展主题为“实力医生与你健康同行”的

广东医院最强科室实力中青年医生走进

社区义诊系列活动，此前已在石牌街、京

溪街成功举办， 受到市民热烈欢迎及踊

跃参与。 活动中，实力医生将为社区居民

体统健康咨询、健康指导和科普服务。

据了解， 本期琶洲街社区义诊活动

共邀请了 6 名“大咖”，分别来自中山一

院、广医二院、广州市一医院、暨大附一

和珠江医院， 覆盖心血管内科、 神经内

科、骨科、儿科和妇科等领域。

此外， 活动现场将有阳光保险提供

免费咨询服务和捷信消费金融有限公司

为市民带来“金融蒲公英”金融知识教育

普及活动。

信息时报健康工作室邀请实力医生走进社区

6名大咖明天到琶洲街义诊

前日夜间广州部分地区出

现雷阵雨，昨日白天多云到晴为

主。预计，今日大致天晴，气温略

有上升，天气依然干燥，需注意

森林防火和家居用火安全；明日

开始受冷空气影响，广州渐转阴

雨天气，气温逐渐下降，出门注

意带雨具及适当添衣。

气象部门预测，13~14日受

弱冷空气南下影响，最高气温下

降；12 ~13日广东部分市县有

（ 雷）

阵雨，局地有大雨到暴雨和

7-8级的短时大风。 具体预报

为：11日，广东大部晴到多云，粤

北和珠江三角洲局部有

（ 雷）

阵

雨，全省大部分市县最高气温介

于33℃～36℃；12日，粤北、珠江

三角洲、粤东市县多云，有分散

（ 雷）

阵雨，局地有大雨到暴雨和

7-8级的短时大风，其余市县晴

到多云，全省大部分市县最高气

温介于33℃～35℃。

广州今日晴到多云，气温介

于24℃至33℃之间，吹轻微的偏

西风；明日多云转阵雨，气温介

于24℃至31℃之间，吹轻微的偏

西风转轻微至和缓的偏北风；13

日，阴天，有中雨，气温介于22℃

至29℃之间。

黄熙灯

观

天气

明起转阴雨天气

气温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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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从市交通部门获悉，为优化公交站点设置，方便市民出行，经研究，决定对越秀区公共汽车瑶华街站、黄华路站

等站点及相关线路进行优化调整，调整措施从明日首班车起实施。

刘俊

越秀区部分公交站点明起调整

有嘢到

运营中心地址：广州市广州大道南

83

号汇美商务中心

3

楼（

510310

） 电话：

020-84212025

、

84210134

分类：

020-84209534 责编：温金良 美编：何建玲 校对：叶春晖

具体调整措施如下：

（一） 调整公共汽车瑶华街站

（ 东

行）

往东迁移30米。 公共汽车530路、661

路、商务专线3路等线路停靠此站。

（二） 增设公共汽车豪贤路①号分

站，调整公共汽车 65 路

（ 南行）

停靠。 原

豪贤路站设为②号分站，调整公共汽车

65 路

（ 北行）

停靠。

（三） 调整公共汽车黄华路站

（ 北

行）

向北迁移 15 米，公共汽车 483 路停

靠此站。

（四） 撤销公共汽车前进大街口站

（ 北行

），公共汽车 661 路取消停靠。

（五）调整公共汽车执信南路站

（ 南

行）

往南迁移 20 米，公共汽车 546 路停

靠此站。

（六） 调整公共汽车80路取消停靠

东风西路站

（ 东行）

①号分站，改为停靠

②号分站； 调整公共汽车12路、283路、

283路班车取消停靠东风西路站

（ 东行）

②号分站，改为停靠①号分站。

（七）调整公共汽车 189 路、204 路、

305 路取消停靠东峻广场站

（ 东行

）①号

分站，改为停靠②号分站。公共汽车 185

路取消停靠东峻广场站

（ 东行）

②号分

站，改为停靠①号分站。

（八）调整公共汽车 27 路取消停靠

东峻广场站

（ 西行）

①号分站，改为停靠

②号分站。 公共汽车 305 路取消停靠东

峻广场站

（ 西行）

②号分站，改为停靠①

号分站。

（九）调整公共汽车 54 路、550 路取

消停靠锦城花园

（ 四五八医院）

站

（ 东

行）

①号分站，改为停靠②号分站。

（十） 调整公共汽车 46 路、127 路、

179 路、257 路、高峰快线 21 路、高峰快

线 29 路取消停靠金贵村站

（ 东行）

②号

分站，改为停靠①号分站。

（十一） 调整公共汽车 6 路、10 路、

夜 4 路、夜 5 路、191 路、220 路、297 路、

夜 56 路、夜 89 路、旅游 1 线取消停靠

小北花圈站

（ 北行）

①号分站，改为停靠

②号分站。 公共汽车 36 路、76 路、76A

路、93 路、864 路取消停靠小北花圈站

（ 北行）

②号分站，改为停靠①号分站。

解龙昌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内科及神经病学教研室副主任， 主任医

师，医学博士，教授。 擅长急慢性脑血管疾病与眩晕相关疾病的预防及治疗。

钟赟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心血管一区区长，医学博士，内科副教授，硕

士研究生导师。 对各种心血管内科常见、疑难和危重病的诊治有较高的造诣。

付霞霏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妇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 在

普通妇科、妇科肿瘤、女性生殖内分泌疾病等方面具有丰富临床经验。

李劼若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运动医学中心副主任， 骨关节外科副主任医师。

临床医学博士，中华医学会运动医疗分会上肢运动创伤学组青年委员。 擅长

各种运动创伤（半月板、韧带、肩盂唇、肩袖等损伤）和骨关节炎、髌骨关节不

稳、各种肌腱病、跟痛症等的诊治。

刘王凯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 特长儿科常见病，危

重症诊断及治疗，儿童喂养，过敏，儿童保健等。 专长为新生儿科疾病、早产儿

管理、早危儿管理、新生儿危重症诊治。

王小娟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博士。 广东省医学会神经病

学分会头痛及神经疼痛学组副组长。 擅长各类头痛、神经痛、神经系统疑难危

重症病的诊治。

大咖阵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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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早

一叮

为了提升青少年

网络安全防范意识，

家长们可以指导孩子

观看视频教育课《网

络风险就在身边：我

们怎么做？ 》，该视频

在哔哩哔哩网站搜寻

“广东共青团”账号即

可找到。

———广东省青少

年宫协会 陈敏谊

信息时报记者 陈引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