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超三成涉香港警察及其家属
已去信15个涉事网上平台，要求移除违法链接

香港 5名年轻官员
明年将到联合国任职

驻澳门女兵眼中的澳门：

我们与澳门同胞
感情越来越深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这是
认识许翊芃的老师和同学对他
的评价。

从小受父母的影响，许翊芃
热爱自然科学， 喜欢看科普类的
电视节目和纪录片， 也经常阅读
一些科普读物。 上了高中后，许翊
芃把课余精力都用在学习自然科
学知识和参加课外竞赛上。 他将

自己的课外学习视为一种消遣。
“在学习这些知识的过程中，我感
到放松。 这些知识既能增长自己
的见识， 还能提高自己的数理思
维。 ”他说。

许翊芃曾获得 2016 年广东
省中学生天文奥林匹克竞赛一
等奖、全国中学生地球科学奥林
匹克竞赛华南赛区一等奖，以及
在广东省中学生地球科学竞赛
获得特等奖等多个奖项。 他表
示，高考志愿倾向于报考天文学
相关的专业，希望以后能从事自
然科学方面的研究。

广州六中天文社的指导老
师黄凤金介绍 ， 该天文社于
2002 年创建， 经常组织同学们
进行天文观察，还会组织志愿活
动，让学生们深入街坊当中讲解
天文知识。

许翊芃说，通过参加天文社
的活动能够获得很多的乐趣。有
一次，他和同学们在家里的阳台
上就成功观测到了流星雨。 “流
星雨其实不是雨，每两三分钟才
会出现一颗， 而且还不一定很
亮。 ”他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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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当医生最重要的
就是时时刻刻把伤病员的疾病
放在自己心里”。 狄勋元说，作
为一个医生、一个教员，应该以
病人为本，以学生为本，围绕着
这两个中心来做自己的事情。

要实事求是为病人服务， 解决
病人的痛苦。 要好好地把学生
教好。 这是最本分的事情。

“为人正派、学习的精神、
不计较个人的得失的品格，这
是老师带给我最重要的东西”，

王吉兴回忆学生时代时表示，
狄老非常“严厉”，同学们都怕
他但又由衷地敬佩他，“不管是
学业还是临床治病， 他都有非
常丰富的经验和学识， 并且非
常认真，一丝不苟。 ”

羊城晚报讯 记者严艺文报
道：近日，广州市交通运输局、广
州市公安局拟将流花地区、广州
东站、 广州南站等 11 个重点站
场周边地区划为巡游出租汽车
营运秩序重点监管区域，指定巡
游出租汽车临时停靠点（用于上
落客 ，即停即走 ），并就此公开征
求意见。 巡游出租汽车应在划定
的临时停靠点上落客，严禁发生
随意停靠上落客、拒载议价等违
规行为。

根据 《广州市交通运输局
广州市公安局关于划定重点客
运站场及周边地区巡游出租汽

车重点监管区域和临时停靠点
的通知》，流花地区 （广 州 火 车
站及省 、市 汽 车 客 运 站 ）、广州
东站、 天河客运站、 芳村客运
站、滘口客运站、广园客运站、
罗冲围客运站、海珠客运站、东
站客运站、白云机场、广州南站
等重点站场周边地区为巡游出
租汽车营运秩序重点监管区
域。 上述区域均已划定巡游出
租汽车候客、 上客区和禁止候
客、上客区。 如因施工等原因，
候客、上客区和禁止候客、上客
区有调整的，以现场标识、指示
牌为准。

广州南站等 11 个站场拟划为巡游出租车重
点监管区域

明确划定上落客临时停靠点

羊城晚报记者 张璐瑶 谭铮 受访者供图

广州中学生借用《楚辞》中神话人物为系
外恒星和行星命名

恒星叫“羲和” 行星叫“望舒”

守守护护 止止暴暴制制乱乱香港

文 / 图 羊城晚报记者 李钢

在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有
一群满头银发的退休老医生， 因对
医学的热爱，被返聘回一线工作。狄
勋元就曾是其中之一。

狄勋元是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
院骨科专家、专家组成员、硕士生导
师，解放军文职干部将军军衔，享受
国务院特殊贡献津贴。 在骨科谱写
诸多传奇的他， 生活中却是一个非
常低调朴实的人。

狄勋元 1931 年 12 月出
生于江苏溧阳， 现年 88 岁。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 他进
入第七军医大学当兵从医。
之后从江苏辗转四川、 黑龙
江等地，最后落脚广东。 1956
年， 他被分配到南方医科大
学南方医院，一直工作至今。

由于狄老身体状况不太
好，记者选择登门采访。 走进

他家，第一眼的感觉是“空”。
除了简单的饭桌、沙发、电视
等基本家具家电外， 他家的
布置显得“很随意”。

“老师的家里这几十年
来一直都这样，吃的简单、用
的简单。 有一次帮他搬家，发
现在他的床底下还有一堆人
体解剖标本。 ” 狄勋元的学
生，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脊柱骨科主任医师、 教授王
吉兴说，“狄老家里没有别的
东西，都是书和医学标本。 ”

医学和 读 书 是 狄 勋 元
一辈子最爱的两件事。“我
觉得医生和教育这两份工
作很适合我，我喜欢给大家
看病， 救人治病的工作很
好、很实际，我很热爱它。 ”
狄勋元说。

“他的临床经验非常丰
富，他摸一摸、看一看病人，
就大概知道是什么情况。 从
病理到实践， 他能给你讲出
一系列非常全面的东西。 ”学
生王吉兴说道。

从医 70 年来，狄勋元积
极投身医学一线， 具有丰富
的骨科临床经验和理论知
识。 在上世纪 80 年代，狄勋
元积极探索骨愈合治疗，钛
钢板—螺钉 (TA3)内固定材

料、脊髓灰质炎后遗症矫形、
小腿骨折髓内集束针内固定
等一系列医学发明在国内外
都处于领先水平。

他还应用髂骨瓣植骨张
力带内固定治疗连枷肩，小
儿麻痹后遗症上肢广泛瘫痪
的功能重建等， 在上世纪八
九十年代取得了良好的治疗
效果。

除了临床经验丰富之
外， 狄老也从未停止过科研

的脚步。 他在国内外现行期
刊发表论文 80 余篇，被转载
引用近百次。 著作方面编有
《现代老年骨科全书》《当代
中西医结合临床诊治丛书》
《中国老年骨科全书》《老年
医学大系》《老年医学教材》
《老年骨与关节损伤学》《老
年骨与关节损伤及疾病学》
《骨内科学》《老年医学概论》
《骨科医生进修必读》《现代
医药科技》等多部书籍。

时刻把伤病员放心上

临床教学经验丰富

一生挚爱医学和读书

今年12月20日， 是澳门特
别行政区的20岁生日， 也是驻
澳门部队进驻澳门20周年的日
子。 驻澳门部队准备了一份特
别的“生日礼物”———一台讲述
驻澳门部队进驻澳门20年故事
的文艺晚会， 为澳门特别行政
区庆生。 晚会由驻澳门部队业
余文工队负责筹备， 管刘寒参
与其中。

“为了跟澳门小朋友一起唱
粤语歌，大家还专门学了粤语歌
词。 ”她告诉记者，“通过这台晚
会，我们想告诉澳门同胞：澳门
回归祖国这20年， 我们驻军一
直与澳门同胞同在。祖国永远都
是澳门最强大的后盾，我们是一

家人。 ”
12月5日，晚会结束，管刘寒

和战友又马上投入庆祝澳门回
归祖国20周年保障活动中。

12月20日下午，习近平主席
来到驻澳门部队新口岸营区，检
阅了部队。 这个时刻，管刘寒期
待了很多年，但由于前期文艺演
出任务重， 她无法参与到阅兵
中，便主动承担起保障任务。

从校园到军营，她越来越深
刻地体会到何为奉献：“我只是
一个普通的士兵，有幸来到驻澳
门部队，守卫这个温暖、有爱的
城市。 我们深知驻澳女兵使命光
荣、责任重大。 我们不会后悔，更
不会后退。 ”

从 3 年多前入伍时起 ，管刘寒就期待着 2019 年
12 月 20 日这一天 。 这一天 ，是澳门回归祖国 20 周
年的日子 ，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 （以下简
称“驻澳门部队”）进驻澳门 20 周年的日子。

24 岁的管刘寒是驻澳门部队的一名普通女兵 。
2016 年， 她从华南理工大学舞蹈专业毕业后参军入
伍。2017 年，还是新兵的她和战友们一起参与强台风
“天鸽”救灾的照片在网络上走红，因侧脸酷似演员周
冬雨，被网友称为“驻澳周冬雨”。

近日 ，管刘寒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的专访 ，讲述
她眼中的澳门与祖国。

初入驻澳门部队， 管刘寒还
是一个学中国古典舞的青涩大学
生。“记得第一次实弹射击训练
时，被枪声吓到了，紧张地猛扣扳
机，枪也拿不稳。 ”她说，此后的训
练中，她不断挑战自身极限，如今
实弹射击考核已几乎满分。

在部队，管刘寒还是业余文
工队的一员。 驻澳门部队以“爱
国爱澳、同心共圆中国梦”为主
题， 与澳门同胞广泛深入开展
“中国故事” 系列文化联谊活
动。她和战友们先后在澳门大中
小学、 街坊社团等演出 170多

场，被澳门同胞亲切地誉为“文
化使者”。

在澳门大学演出时， 一位
白发苍苍的老奶奶一边说着
“谢谢你们”， 一边朝舞台上的
演员鞠躬。 那一幕，让管刘寒对
内地与澳门的血脉深情有了更
深的理解。

除了军事训练、 文艺演出
外，她还担任驻澳门部队军事展
览馆解说员，为澳门中小学生讲
述驻军与祖国的故事，将一颗颗
爱国、爱澳的种子种在澳门学生
心中。

2017 年 8 月 23 日，澳门遭
遇了 50 多年来最强台风“天
鸽”的袭击。 在最危急的时刻，
驻澳门部队派出了近千名官兵
协助澳门特区政府救灾。 当时
还是新兵的管刘寒也和战友们
一起，冒着 30 多摄氏度的高温
，走上街头 ，挽起袖子 ，清理垃
圾、修理设施、清洗街道……连
续奋战了三天三夜。

就在管刘寒和战友们稍作
休息时，澳门网友的镜头记录下
了这一刻。 一下子，她成了网络
热点，被赞为驻澳“最美女兵”。

“不是我火了，是我们驻军火了，
我们和澳门同胞的感情火了。 ”
她笑道。

救灾的那三天三夜，让管刘

寒第一次深刻感受到了驻军与
澳门同胞的军民鱼水情。 澳门市
民自发地给官兵送来了手套、口
罩、盒饭、矿泉水等，许多澳门群
众主动与驻军一起救灾。

“一个澳门小女孩专门送水
和苹果给我们， 我们婉言谢绝
了。 但小女孩放下东西就跑了，
一边跑一边说‘这是特地为你们
准备的’。 ”管刘寒说，这样的场
景还有很多。

回到军营，救灾三天三夜的
情景时常浮现在管刘寒的脑海
里。 她利用自己的舞蹈特长，和
战友一起创作了反映救灾的情
景舞蹈《三天三夜》。“这次救灾
行动，让我们和澳门同胞的感情
越来越深了，心也越来越近了。 ”

为澳门送上特别生日礼

被称驻澳“最美女兵”

成为驻澳“文化使者”

狄勋元

2017年，管刘寒和战友参与强台风“天鸽”救灾 受访者供图

“学习自然科学让我很放松”人物

羊城晚报讯 记者刘云报道：
23 日下午，“天河新 e 代”系列活
动———天河区新联会分会成立仪
式暨会歌发布活动在广州天河区
文化艺术中心举行。 会上， 天河
区新联会律师分会、 自由职业者
分会和新媒体分会正式揭牌成
立， 根据天河区新的社会阶层人
士特点打造的正能量会歌———
《天河新 e 代》全网首发。

活动上， 广州天河区新联会
会长、 酷狗音乐副总裁赵海舟介
绍，2019 年天河区新联会积极组
织“天河新 e 代” 品牌活动多达

200 场， 累计参与人数超过两万
人次。 通过在平台、品牌、服务和
宣传等方面凝心聚力，积极探索、
大胆创新， 为开创广州天河统战
工作新局面， 助推天河区经济和
社会发展增添了新动力。

律师分会会长林泰松、 自由
职业者分会会长刘琼雄、 新媒体
分会会长吕明心分别在会上发
言。 三位分会会长表示， 分会的
成立将更好秉承天河区新联会

“联系、联谊、联动、联合”的工作
思路，扩大组织覆盖面，有力地
团结和引领全区的新的社会阶

层人士。
广州市人大常委、 广州新的

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会长闵卫国
表示， 希望通过天河区新联会这
个组织大力加强对新的社会阶
层人士的政治引领，广泛凝聚思
想共识；精心打造活动品牌和特
色项目，不断提升新的社会阶层
人士工作的凝聚力、引领力和影
响力；积极创新工作方式，优化
运行机制；持续加强领导班子自
身建设， 以班子的坚强有力，引
领带动新的阶层人士工作高质量
发展。

广州天河区委常委、 统战部
部长谢伟表示，天河区新联会是
全市第一个区级新联会 ， 两年
来通过提高政治站位 、 加强自
身建设和提升分会影响力三个
方面 ， 不断推进天河区新的社
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 让新的
社会阶层人士在天河找到家的
感觉，希望天河区新联会在“一
带一路 ” 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中， 发挥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
生力军的作用 ， 为打造高质量
发展和美好生活的“天河样本”
做出更多的贡献。

“新时代新的力量新梦想，迎
来湾区新蓝图新曙光……” 随着
积极向上的正能量曲调响起 ，6
位演唱者在观众席中出现， 以快
闪的方式向观众们演唱了天河区
新联会会歌———《天河新 e 代》。
“这首歌十分接地气，是一首有活
力、 创造力、 凝聚力的正能量歌
曲。 ” 广州天河区新联会新媒体
分会副会长、 凤凰卫视主持人潘
玥表示。

据悉， 该会歌将通过酷狗平
台发布， 是首支在互联网音乐平
台上线的新联会会歌。

广州天河区新联会三大分会成立 全网首发新联会会歌《天河新 e 代》

羊城晚报讯 特派香港报
道组报道 ： 23日 ， 香港特区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 5名
特区年轻官员明年将到联合
国任职 ， 这对香港来说是重
大突破。

林郑月娥说， 这是香港特
区官员首次以中国人员身份 、

在国家推荐下到联合国任职 ，
是国家支持香港青年在国际舞
台施展才能的崭新计划。

5名特区官员分别来自行政
署、 天文台、 机电工程署及廉
署， 明年分别到纽约、 日内瓦、
维也纳及世界气象组织， 担任
初级专业人员。

林郑月娥表示， 特区政府
致力培育青年成为对社会有承
担、 未来有愿景， 同时具备国
家观念、 香港情怀及国际视野
的社会栋梁， 因此特区政府创
造条件， 让青年走出香港 ， 放
眼世界 ， 拓宽他们的国际
视野及人脉。

系国家支持香港青年在国际舞台施
展才能的崭新计划

许许翊翊芃芃（（右右））和和天天文文社社
同同学学进进行行观观察察操操作作

香港私隐专员公署今年接获 4359 宗“起底”及网络欺凌相关个案

羊城晚报讯 特派香港报道
组报道：记者近日从香港私隐专
员公署获悉， 截至 12 月 20 日
12 时， 公署今年共接获及主动
发现 4359 宗“起底”及网络欺凌
相关个案，所涉网上社交平台及
讨论区共有 16 个， 所涉的链接
共有 2916 条。

有香港法律界人士表示，
“起底” 不仅会挑起仇恨、 制造
恐慌，同时亦触犯法例，最高可

处罚款百万（港币 ，下同）及监
禁 5 年。

已拘捕 5 名涉嫌
违法人员

在公署接获及发现的 4359
宗个案当中，涉及警务人员及其
家属共 1577 宗， 占整体个案约
36%。对政府官员及公职人员进
行“起底 ”的共 180 宗 ，占整体

个案约 4%。
公署已依法将 1402 宗涉嫌

违反条例的个案交予警方作进
一步刑事调查及考虑提出检控。
警方已就 4 宗涉嫌违反条例的
个案采取拘捕行动， 共拘捕 5
人，其中 1 宗个案已被警方作出
起诉。

该名男子被控其中一项“串
谋披露未经资料使用者同意而
取得个人资料”罪。

高等法院发出临
时禁制令

至12月20日12时， 香港私
隐专员公署共 140次去信涉事
的 15个网上平台 ， 要求移除
共 2497条违法的链接 ， 以及
要求平台向其网民刊登警告
字句 ， 说明“起底 ” 或网上
欺 凌 行 为 会 触 犯 刑 事 罪 行 。

当中有 1677条链接 （即 67%）
已被移除。

公署已去信提醒有关平台
或网站营运商， 高等法院已发
出临时禁制令。 如平台或网站
营运商故意发布或不删除禁止
的帖文， 可能被视为违反禁制
令， 而触犯藐视法庭罪。

公署已陆续将个案转给律
政司跟进， 截至 12 月 20 日 12
时，已转个案 40 宗。

南医大南方医院骨科专家狄勋元：

我很热爱治病救人的工作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柳卓楠 符畅 通讯员 粤卫信 王申昆忆
图 / 羊城晚报记者 柳卓楠 梁栩豪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广州
中学生厉害了。 21 日，在国际天
文联合会（IAU）组织的“太阳系
外行星世界命名” 全球活动的中
国（内地）活动中，来自广州市第
六中学天文社的同学们提出的

“羲和”和“望舒”两个名字经过层
层筛选， 最终被 IAU 所采用，用
于命名由中国天文学家发现的太
阳系外恒星和行星。

广州六中天文社社长、 高二
学生许翊芃和两位副社长丁昊
橦、 周光俞代表六中天文社赴北
京参加了命名活动。 许翊芃还作为
代表，上台演讲阐述提名过程和提
名理由。 他说，中国有悠久的传统
文化，可以从中去挖掘一些有价值
有内涵的名称为行星命名，在阅读
《楚辞》时，他留意到了其中提到的
两个神话人物，于是就提出了“羲

和”和“望舒”两个名字。
据许翊芃介绍，“羲和”在中

国古代神话中是太阳女神的意
思 ， 也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最早
的天文学家和历法制定者 ，“望
舒 ”则是为月驾车之神，也被当
做月神。

“很多天文学界的老师们都
对我们的提名赞不绝口。 ”许翊芃
说，在北京参加命名活动期间，很
多老师还对于中学天文社团的发
展提出了一些建议， 包括如何开
展活动、进行天文知识竞赛等。

据介绍， 这次活动分配给中
国命名的太阳系外行星系统为中
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院刘玉
娟、赵刚等于 2008 年发现的围绕
K 巨星 HD173416 运行的类木巨
星行星 HD173416b，位于遥远的
天琴座。

“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本分工作。 只要别人觉得我治病是可
以的，我就已知足。 ”狄勋元在接受采访时说。

谈及对当下年轻医生的寄语时 ， 狄老谦虚地表示 ，“时代进
步太快了，很多学生的知识都超过我了，我应该向他们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