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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

Guangzhou

信息时报讯（记者 刘俊 通讯员 交通宣）

新光快速路、 东南西环高速公路部分路段将

封闭施工，广大车主注意绕行！据广州交投集

团消息，按照交通拥堵治理的工作布署，现需

开展新光快速路厦

滘

立交交通优化工程，封

闭施工时间为 11 月 10 日~12 月 31 日，施工

封闭匝道为新光快速路厦

滘

立交 D 匝道，即

迎宾路

（ 东行）

往广州城区方向(

北行

)匝道。

另据广州东南西环高速公路消息， 广佛

出口放射线二期

（ 南海段）

工程将于近期启动

建设， 因黄岐立交改造的施工需要， 计划于

11 月 11 日 10 时~2022 年 8 月 14 日 24 时对

黄岐立交出入口全封闭， 请过往司机提前绕

行。

信息时报讯（记者 黄英奇 ）

昨日上

午，信息时报小记者 A1 优能班来到晓港

公园内的草木陶坊， 上了一次生动有趣

的陶艺体验课。 小记者们跟着陶艺老师

学习拉胚制陶，当一名“小小陶艺家”。

首先， 草木陶坊的钟老师讲述了陶

瓷制作工艺流程、陶瓷与雕塑的区别、陶

瓷成型的方法等知识。期间，小记者积极

提问， 老师及时解答疑惑。 当老师提问

“为什么陶瓷有着几千年历史，到现在我

们依然在制作”时，小记者举手回答：“因

为陶瓷实用、美观、大方。 ”老师表扬说，

“陶瓷能很好地跟生活结合在一起，所以

几千年下来还能使用。 ”

学习完理论知识， 小记者们开始动

手体验陶瓷拉胚。 只见小记者们在老师

的指导下，先将泥揉成圆团，放在拉胚机

中心；双手湿水抱泥，利用拉胚机的转动

和惯性，定好圆心。为了帮助小记者们更

好地完成作品， 老师手把手教他们怎样

慢慢把泥拉高， 双手配合塑造出不同的

形状。

最终，小记者们发挥自己的创造力，

制作出碗、杯子、花瓶等作品，并在上面

装饰作画。 体验完毕， 有小记者兴奋地

说：“太好玩了，我还想再做一个！ ”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冯爱军 通讯员

陆颖珊）

昨日，黄埔区夏港街青年社区联

合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东院在辖内青

年路举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实践暨专家义诊服务进社区共建活

动。 本次义诊涵盖 20 多个临床科室，邀

请 30 多名医疗专家到场。

夏港街党工委副书记、 办事处主任

谭鸿飞、夏港街人大工委主任熊麒麟、夏

港街总工会主席向长青、 广州开发区西

区管委会主任刘光如、 广州开发区第一

小学校长李菲以及在职回社区报到的

30 多名党员干部现场为居民提供志愿

服务。

夏港街青年社区党委书记、 居民委

员会主任高哲强介绍， 本次活动是街道

党工委“开门抓教育、为民送服务”的重

大举措之一。“我们希望通过各种模式，

积极协调社会资源进社区， 为群众送健

康、送服务。 ”谭鸿飞表示，切实解决人民

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是街道

举办义诊的初衷。

信息时报讯（记者 卢舒曼）

11 月的

广州，龙舟赛热度依旧不减。 昨日下午，

车陂村举办了天河区今年最后一场龙

舟赛事：尚天河文化季一水同舟———广

府龙舟邀请赛，吸引了 36 支省内外龙舟

劲旅参加。

本次邀请赛为 22 人龙舟 250 米直

道竞速赛。 参赛队伍共 36 支，除了 8 支

来自车陂，还有来自天河、番禺、海珠、

增城、佛山、东莞等珠三角队伍参赛。

其中，来自浙江宁波的宁波鄞州云

龙龙舟队也来“一竞高下”。 宁波鄞州云

龙镇作为“中国龙舟文化之乡”，龙舟文

化绵延千年。 据悉，这支龙舟队的教练

伍新成是广东佛山人，被誉为中国龙舟

传奇教练、龙舟界的“穆里尼奥”。 此次

带队来广州参赛，伍新成表示为的是带

队员们感受广州浓厚的龙舟文化氛围。

“在这里， 我们跟其他队伍一起在祠堂

吃龙船饭，氛围融洽很开心，这在我们

家乡是很少见的。 ”宁波鄞州云龙龙舟

队领队姚曙忠说。

众多优质的龙舟队伍参赛，让本次

比赛尤为紧张激烈。 经过激烈的竞争，

宁波鄞州云龙龙舟队以总成绩 1 分 50

秒 56 的好成绩获得冠军，东莞天勤龙舟

队、广州骑士龙舟队紧随其后，获得金杯

组亚军、季军。 虽然本次比赛是男子赛，

但不少队伍都派出女鼓手出征， 突显广

府开放包容的态度。同日，车陂街还举办

了“车陂益墟”公益集市、“汉服文化”讲

座等，为广府龙舟交流季画上圆满句号。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张玉琴

通讯员 钱颖欣 ）

昨日上午，越秀

区铁一小学三年级全体师生及家

长代表欢聚铁一中学运动场，举

行“运动绽放活力 健康畅享幸

福”体育节，科技感十足的航模表

演惊艳亮相。

随着校旗、 会旗入场为本次

体育节拉开帷幕，无线电测向、无

人机、红领巾特战队、咏春等学校

特色社团在体育节中依次进行展

演。其中，由广东省航空运动协会

带来的航模表演吸引了现场所有

人的目光。 当得知头顶上载有国

旗还会拉烟的飞机原来是纸飞机

之后，大家不禁拍手叫绝。除了纸

飞机表演之外，还有“无人机”和

3D 特级飞行表演， 科技感十足。

随着一声枪响， 竞赛阶段正式开

始，各班奋力拼搏，力争上游。 亲

子比赛项目， 拉近了亲子间的关

系；接力赛中，力棒的传递牵动着

每一个人的心弦……啦啦队的呐

喊助威声此起彼伏， 到处洋溢着

活力和欢乐。

信息时报讯

近日，越秀区组

织开展了“反邪教宣传从娃娃抓

起” 为主题的反邪教知识宣传教

育活动。

当日上午， 辖区幼儿园师生

共计 150 余人参与了此次活动。

本次活动主要通过现场播放反邪

教宣传视频、 开办反邪教主题班

会等图文并茂的方式进行， 介绍

了邪教的特征， 对如何鉴别和抵

制邪教进行了阐述， 帮助孩子形

成从小崇尚科学， 遵纪守法的价

值观念，学会懂得珍惜自己、珍惜

他人的生命。活动结束，老师们纷

纷表示， 这种深入浅出的讲解方

式， 使孩子很容易明白什么是邪

教组织、 邪教组织的特征及其给

人们带来的危害， 取得了良好的

教育作用。

（越防宣）

今起，新光快速部分路段封闭施工

明日，东南西环高速广佛出口二期工程启动，黄岐立交出入口全封闭

会拉烟的纸飞机

惊艳铁一小学体育节

反邪教学习

走进越秀区幼儿园

●

迎宾路（东行）往广州城区方向：

可东行至沙溪大桥底掉头，转入迎

宾路西行方向，在厦

滘

立交匝道转入新

光快速北行进入广州城区；

●

大石大桥（北行）往广州城区方向：

可从京珠线行至洛溪大桥，经洛溪

大桥前往广州城区；

●

沙溪桥（北行）往广州城区方向：

可经沙溪大道

（ 东行）

至华南快速

干线，经华南快速干线前往广州城区。

塑泥胚做花瓶 小记者变身“小陶艺家”

医疗专家走进夏港街为居民送健康

36支省内外劲旅 竞逐车陂龙舟赛

在老师的耐心指导下，小记者们发挥创意做陶艺。 信息时报记者 黄英奇 摄

医生在现场为市民义诊。

信息时报记者 胡瀛斌 摄

在女鼓手

的 阵 阵 鼓 声

中 ， 车陂双社

青年龙舟队的

扒仔们奋力划

桨 竞 逐 龙 舟

赛。

信息时报记者

胡瀛斌 摄

●

北往南出黄岐立交

①沙贝立交→沈海高速广州支线→里水大道→北村公路→广佛路/

广佛新干线；

②浔峰洲立交→建设大道→海北大道→黄岐大桥→黄海路→广佛

路/广佛新干线；

③沙贝立交→沈海高速广州支线→大沥出口→广佛路→桂和公路→

广佛新干线；

④沙贝立交→沈海高速广州支线→二广高速广州支线→上亨出口→

桂和公路→广佛新干线；

（ 线路

③④

为备用线路）

●

南往北出黄岐立交

①增

漖

立交→龙溪大道→海八路→联河路→广佛路/广佛新干线；

②增

漖

立交→龙溪大道→海八路→桂和公路→广佛路/广佛新干线。

新光快速路绕行指引： 黄岐立交绕行指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