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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语版

粤语释词

这里的“格”是个借字，本字为

“膈”。“膈”是人或哺乳动物体腔中

分隔胸腔和腹腔的膜状肌肉， 胃位

于其下方。“落格”是指吞下食物沿

食道至横膈膜位置， 最后到达胃。

“未落格” 即指食物未到指定的地

方，还没有消化。 该词也指“私吞”

“监守自盗”之意。

时报读者 珍姐

落格

普通话版

某天晚上，西华路一士多，两位

年轻人的对话。

A

：这么久才下来的，等了你半

小时了。

B

： 我妈让我帮忙搬那些冬天

的衣服下来，我说回去再搬她骂我。

A

：你喝什么，自己叫吧。

B

：我要瓶水算了，晚上那顿饭

吃得很饱，现在都没消化。

A

： 还想着等会叫你去吃消夜

呢。

B

：不了，医生说晚上不要吃那

么饱啊。

A

：突然变乖小孩了？ 妈妈说的

你听，医生说的你也听。

B

：听老人家的话不会错。

消夜

某日夜晚，西华路一士多，两位

后生仔

嘅

对话。

A

：咁耐至落嚟嘎，等咗你半粒

种啦。

B

： 我阿妈叫我帮手搬啲天冷

衫落嚟，我话返去再搬佢就闹我。

A

：饮咩啊你，自己叫啦。

B

：我叫支水算啦，晚黑餐饭食

到好饱，依家都未落格。

A

： 仲谂住叫你等间去食消夜

添。

B

：唔喇，医生话夜晚唔好食咁

饱啊。

A

：突然间变乖仔啊？ 阿妈讲又

听，医生讲嘅又听。

B

：听老人家嘅唔会有错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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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禺

荔湾

南沙

信息时报讯（记者 韩

春华 ）

今日起， 番禺区石

楼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沙浦

站点新址正式启用， 新址

面积较旧卫生站更大，新

增了不少便民服务， 将为

居民带来更舒适、更便捷的就诊体验。

投入

180

万元装修改造

据了解，原石楼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沙浦站点位于市莲路石楼路段，属石楼

镇城区中心地带， 周边车位一位难求。

该站总面积只有 800 平方米，涵盖基本

医疗区、辅助检查区、预防接种区、儿童

保健区、 健康教育区等多个功能区域，

明显不能满足仅接种预防针就已达每

年 2 万多针次的服务需求。 此外，前来

就医的普遍是老人和小孩，但该路段来

往车辆较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石楼镇高度重视， 通过实地走访、

民意调研、协调选址、共同商讨等措施，

研究制定了整站搬迁的解决方案，把该

站搬迁至市莲路石楼颐养院旁，并投入

180 万元对新站进行装修改造。

面积大了 环境好了

记者在现场看到， 新站点共三层，

面积有 1422 平方米，比旧址大了很多，

就诊环境也得到明显提升。 一楼设有中

医诊室、全科诊室、治疗室、输液室和配

药室等； 二楼是医学检验科和办公场

地；三楼主要是儿童保健区。 就诊室前

新增了叫号系统，街坊只需在走廊等待

就可看到排队情况。

据沙浦站工作人员林冬莉介绍，二

楼设立了健康教育室，定期为居民举办

健康教育，普及医药知识。 新站点每层

都有洗手间，后续将安装电梯，方便老

人和抱小孩儿的居民就诊，更多便民设

施将逐步完善。

新站点周边交通方便， 番 92、番

93、番 132、番 126、番 128、番 131 等公

交车在服务站门口均有站点，公共停车

位相对充足。 新站点切实解决了旧站点

就医空间小、停车不便、存在交通安全

隐患等群众就医难的烦心事、 揪心事，

并为石楼颐养院、石楼中学及灵兴工业

园、广日工业园等群众就医带来极大的

便利。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崔小远 通讯员 杨焱 林

云）

水陆联展、VR 体验

馆、 传统手工艺文化体

验…… 12 月 12 日 ～15

日， 第三届广州南沙国

际帆船赛将在南沙游艇

会拉开序幕。 除水上精彩帆船比赛外，

一系列体验活动也将在四天内同期开

展。 此次活动以“丝绸之路杯帆船挑战

赛”为主题，为了让市民感受海上冲浪

的激情，在活动期间，南沙游艇会将在

每天 10 时至 17 时 30 分向公众免费

开放参观。

船队阵容扩大 新增船型

据了解， 本届赛事举办地点在广

州南沙区虎门大桥北侧水域， 活动邀

请了阿曼、中国、中国香港、印度、韩

国、马来西亚、俄罗斯、新加坡、泰国等

13 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近 100 名专业选手参赛， 船队阵容较

以往扩大了一倍以上。 同时，还邀请了

亚洲帆船联合会的国际仲裁团前来参

与赛事仲裁。

今年的比赛船型除了珐伊 26 级

别外，新增了船型 J70 级别。 J70 是一款

高性能的统一级别帆船， 同时也是国

际帆联（ISAF）国际级别赛事历史上速

度最快的龙骨帆船。 届时，两个级别共

13 支队伍将在指定比赛水域内进行场

地绕标赛，每支船队参赛人数为 5 人，

路线采用三角标航线。

本次赛事将实现全程直播加解说

的形式， 让观众可以在现场实时了解

赛事盛况，在提升观赛体验的同时，普

及帆船知识。 为了让更多帆船爱好者

体验竞技乐趣， 本届活动还将开放一

定名额给公众参与帆船赛， 在每日专

业赛结束后进行一场职业业余混合

赛， 为公众提供一个与专业帆船运动

员同台竞技的平台。

选拔“帆船宝贝”当领队

在此次活动前， 南沙游艇会面向

公众举行“帆船宝贝”选拔赛。 而在此

前参与的小朋友将在 12 月 14 日进行

最终选拔， 其中脱颖而出的最具魅力

“帆船宝贝”将成为“丝绸之路杯帆船

挑战赛”船队出场小领队。

除了第三届广州南沙国际帆船节

以外，广州国际美食节、南沙邮轮旅游

文化节、 广州南沙东南亚文化艺术节

也将在 12 月开启，为南沙市民游客带

来感官四重奏。

信 息 时 报 讯

（记者 王智汛 通讯

员 荔宣）

各位想摆

花市的街坊， 本月

21 日记得来投标

啦！ 记者昨日获悉，

荔湾 2020 迎春花市

将于 21 日招标， 这次的花市招标点定

在荔湾体育馆， 今年比去年增加 23 个

档口。

据了解， 2020 年荔湾区迎春花市

开放时间为 2020 年 1 月 22 日至 1 月

24 日

（ 共

3

天）

， 其中 1 月 22 日、 23

日从 8:30 至 24:00， 1 月 24 日从 8:30

至次日 2:00。 本次迎春花市招标时间

为 12 月 21 日， 分上下午进行， 其中

鲜花档、 枝花档、 盆花档招标于上午 8

时开始入场， 9 时开始招标； 棚头档、

工艺品档则安排在 14 时开始入场， 15

时开始招标。 招标地点与去年相同，

在荔湾路 54 号荔湾体育馆二楼进行。

本次迎春花市地点与去年相同， 在荔

湾路设点， 总档位数 337 个， 较去年

增加 23 个。

第三届广州南沙国际帆船节“双12”开幕，阵容强大，近百名选手参赛

顶尖帆船赛 南沙就能免费看

石楼有了新的社区卫生服务站

荔湾花市21日招标 今年增加23个档口

●12

月

6

日，

广州国际美食节将在南

沙城拉开帷幕，活动为期7天，共有40个

美食档位入驻， 让南沙市民一站尝遍各

地美食，除此之外，还可观看南沙地道美

食评选。

●12

月

7

日，

南沙邮轮旅游文化节接

踵而至，活动将展示南沙邮轮发展历程，

现场还有邮轮航线介绍等咨询活动。

●12

月

8

日，

广州南沙东南亚竹文化

艺术节将在南沙湿地水鸟世界生态园开

幕， 来自东盟高校的16支队伍将在现场

PK竹构建能力， 本届竹文化艺术节还将

首次引入广州东南亚周末市集。

2018

年第二届广州南沙国际帆船节。 （资料图片）

时间：

12 月 12 日-15 日

地点：

南沙游艇会

开放时间：

每日 10:00-17:30 向公众免

费开放参观

南沙国际帆船赛

美食节文化节艺术节接连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