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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熙灯 欧嘉福）

台风“红霞”生成，弱冷空气逐渐逼近广

州。 预计，受台风和弱冷空气影响，19日

广州有大雨局部暴雨， 最高气温将下降

至29℃。

原位于南海东部海面的热带低压于

16日凌晨加强为今年第11号台风“红

霞”，17时其中心位于广州市东南方向约

1050公里的南海东南部海面上。预计“红

霞” 将以15公里左右的时速向西北方向

移动，17日夜间移到西沙群岛附近海面，

并逐渐加强到台风级

（

12

级左右）

，18日

下午到夜间登陆越南中部沿海。此外，弱

冷空气预计19日早上入境广州。

台风“红霞”距广州市区最近的距离

约为830公里，时间为18日7时前后；冷空

气很弱，基本只影响到从化附近。但台风

“红霞”带来的东南气流和北边的弱冷空

气一相遇，将产生激烈的强对流天气，短

时大风、雷电都齐了。广州主要受到降水

影响，而且在弱冷空气助力下，炎热的天

气会有所缓解， 最高气温跌至29℃。 总

之，广州将雷雨频繁，周末有大雨局部暴

雨。 预计，18~21日，广州将有明显风雨，

17日傍晚至18日夜间广州南部阵风将增

大至5~6级， 广州港1号港区增至6~8级；

降水集中段的19日到20日有大雨局部暴

雨，其中，从化、增城、黄埔、番禺和南沙

雨量70~90毫米，局部超过150毫米，其余

各区40~60毫米。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俊 实习生

马续丽）

9月15日， 记者从广州公交集

团获悉，大学城全岛开启了“拼BUS”动

态公交出行服务，乘客只需在“拼BUS”

小程序上自主选择上下车点，提前10分

钟预约，即可享受公测期期间

（

9

月

15

日

至

10

月

15

日）

一分钱乘车的优惠。

记者在“拼BUS” 小程序上看到，

“拼BUS” 运营时间为周一至周日7:30

至21:00， 目前大学城岛内已设置包括

大学城客运中心总站、大学城体育中心

等68个上车点，广大药学院、星海学院

等100个下车点， 覆盖大学城广州美术

学院等十所高校及南亭、北亭、贝岗和

穗石四个村，岭南印象园和科学中心两

个旅游景点， 广大商业中心和GOGO

新天地两个商业中心。

昨日上午10点，记者来到大学城南

地铁站，使用“拼BUS”预约前往综合商

业区北区的公交，预约成功后，司机师

傅的姓氏、公交车牌号、公交定位等详

细信息均会显示在小程序上，而上车点

就是大学城南地铁站D口附近的综合

商业南区公交站。

等待约10分钟后，公交车到达记者

预约的上车点，记者看到，公交车显示

屏和车身上有着显眼的“拼BUS”字样，

上车时乘客需点击小程序上的车票详

情出示车票二维码，司机则会核对出行

信息，并提醒乘客，在预定时间超过3分

钟后，公交车就会开走，请注意乘车时

间的安排。

由于记者乘车时段没有其他乘客

预约，司机直接将记者从预约的起点送

至终点，中途并未停车。“你是今天第二

位乘客！”公交司机王师傅告诉记者，因

为“拼BUS”刚运行，目前乘客还很少，

一车有时只有一位乘客，拼车在只有一

人乘车时，也会安排公交前往。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川 通讯员

文瑶 ）

昨日， 第十届广州艺术季闭

幕。 闭幕式当晚， 大型现代粤剧 《清

水河畔》 作为压轴剧目在广州大剧院

精彩上演。 该剧由中共广州市委宣传

部、 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出品， 广

州粤剧院创作， 广州粤剧院下辖的广

州粤剧团倾力打造。

开创一系列新的粤剧表演程式

该剧由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

青年编剧吴海榕担任剧本创作， 特别

邀请到国家一级导演张平执导， 中国

戏曲学院舞美系教授李威担任舞美设

计。 在演员阵容方面， 青年文武生李

伟骢担任男主角， 饰演第一书记张天

宇， 青年花旦莫燕云担任女主角， 饰

演陈小菲。 粤剧表演艺术家、 中国戏

剧梅花奖获得者黎骏声在剧中饰演村

长、 陈小菲之父陈国强。

《清水河畔》 讲述90后张天宇被下

派到清水河村挂职， 担任第一书记。

该剧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作

为戏剧立意， 展现出当下具有广州特

色的新农村面貌。 作品以张天宇为代

表， 塑造出一个为广州乡村建设无私

奉献的党员干部形象。

《清水河畔》 于2019年在广州首演

后， 反响热烈， 邀请到北京和广州两

地的专家学者召开作品研讨会， 对作

品进行深入细致的研讨。 专家们一致

认为， 作品的主创团队对作品不仅进

行了“以歌舞演故事” 的传统戏曲演

剧观处理， 还开创了一系列新的粤剧

表演程式， 既贴合时代， 又令人耳目

一新。 值得一提的是， 该剧以广东特

有的咸水歌贯穿全剧， 岭南风味浓郁。

新改版加入更多现代概念

会后，广州粤剧院针对专家意见对

作品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提高。新改版

后的《清水河畔》在剧情编排、角色设

定、人物关系、舞美灯光等方面均进行

大量调整， 还加入了直播、 网红等现代概

念，调整后的剧情更为流畅、节奏紧凑。

观众何女士对该剧评价道，“剧中

活用戏曲传统程式加上现代多媒体科

技，来表现现代生活化的场景，，我个人

觉得很有趣，很有亲切感。 ”

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广州

市发改委近日在答复蒋厚泉等人大代

表提出的《关于全面推进花城屋顶绿

化的建议》时指出，该委拟牵头研究制

定《广州市推进屋顶绿化工作方案》，

重点在学校等公共机构推进屋顶绿

化。

市发改委表示， 屋顶绿化能有效

降低楼顶温度、 减轻城市热岛效应，

增加城市绿化面积， 改善人居环境，

有着重要的社会与生态效益。 市发改

委经与各会办单位沟通协商， 拟牵头

研究制定 《广州市推进屋顶绿化工作

方案》 (

以下简称 《工作方案》

)， 并

于今年年底前报市政府审定， 《工作

方案》 的主要内容包括实施重点领

域、 资金来源及补助、 工作分工和保

障措施等方面。

在制定《工作方案》中，拟重点在

以下领域推进屋顶绿化示范工程：国

家机关、学校、医院、博物馆、科技馆、

图书馆、 体育馆等大型公共机构 (

经

查，广州市

2004

年以来有电子报批数

据规划许可的学校、医院、博物馆等公

共建筑的基底面积约为

83

万平方

米

)；大型工业园区工业厂房及办公楼

屋顶 (

适合建设太阳能光伏分布式能

源站的除外

)

；

新建及改建建筑；主要

景观周边具备绿化条件的民用建筑及

其他有意愿进行屋顶绿化的居民楼。

每类屋顶的面积和建设目标及年度计

划安排还需进行深入调查研究。

市发改委指出，目前，市民对屋顶

绿化工程还存在误解， 担心会引起房

屋渗漏、影响房屋结构安全稳定、招引

蚊虫等问题。而且对于居民楼而言，屋

顶绿化建设对不同楼层的住户有不同

影响，如楼宇高层的居民会比较关心，

而低层住户的关注度和积极性不高。

在居住区、 住宅楼及产权有争议的建

筑推广屋顶绿化存在难度， 宣传推广

和普及工作任重道远。

下一步， 市发改委拟会同市林业

园林局组织召开屋顶绿化建设现场

会， 大力推广介绍开展屋顶绿化的重

要性、可行性，以引起广泛的关注和重

视。制定宣传培训工作计划，形成市有

关部门、各区、街道和居委会共同参与

的宣传推广格局， 争取早日使发展屋

顶绿化成为社会的共识。

台风“红霞”生成 周末或有暴雨

本周六最高气温将下降至29℃

广州天气预报

17日：多云，有雷阵雨，26~

33℃；

18日：多云到阴天，有中雷

雨局部大雨，26～33℃；

19日：阴天，有大雨局部暴

雨，25～29℃。

“拼 BUS”上线公测

大学城居民可一分钱拼车

广州将在学校医院等

公共机构推进屋顶绿化

拟研究制定工作方案，

年底前报市政府审定

第十届广州艺术季昨日闭幕

大型现代粤剧《清水河畔》压轴上演

9

月

15

日起 ，

广州大学城全岛

推行 “拼

BUS

”动

态公交出行服务。

信息时报记者

刘俊

实习生 马续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