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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在省二医人工耳蜗调机室，爸
爸、姑父陪着小普姆进行人工耳蜗的开机。

护士小心翼翼地取下缠绕在孩子
头上的纱布，露出右耳后 2 厘米的伤
口。“嗯嗯，伤口非常小，愈合也很好。”
彭宏教授一边查看一边解释。

随后，人工耳蜗开机！叮！叮！这
样单音节传到了普姆的右耳朵里，孩子
的眼睛明显睁大了，有一点紧张。爸爸
望着孩子打着手势，“耳朵能听到吗？”普
姆指了指右耳朵，又点点头。爸爸一脸
宠溺地望着孩子，伸出大拇指给她点赞。

普姆好像发现了新大陆一般，很专
注地听机器里传来的声音。接来下，医
生打开麦克风，让普姆的人工耳蜗接收
器能接收外界的声音。爸爸一直关注着
普姆的一举一动，一个转头一个眼神都
牵动着老父亲的心。最后他忍不住坐在
普姆身边，摘下口罩一字一句对她说了
一声“阿爸”，普姆望着父亲，很努力地发
声，清脆地叫了一声“爸”，这场景让在场

所有人都惊呆了。在一旁的普姆姑父眼
泪扑簌簌掉下来，孩子姑父抹了一把眼
泪说，“孩子终于能听到了，还能叫阿爸，
这是十多年来不敢想的事情。”

“一般对于小孩子来说，第一次开人
工耳蜗常常会哇哇大哭，可能是不太接
受来自外界的声音，又或者恐惧等情绪
所致，但是像普姆这样坦然接受声音，含
着眼泪微笑，并且清晰地发声喊爸爸的
情况还是第一次见到，实在是令人惊讶，
难以置信。”彭宏教授说，“这说明孩子的
喉部的肌肉功能还不错。孩子虽然已经
错过了2岁-3岁的最佳言语发育的黄金
康复年龄，但人工耳蜗开机后的第一年，
加强言语康复训练，孩子仍有很大希望
恢复较好的语言交流能力。”

小普姆人工耳蜗的整个开机过程都让
人惊喜，明日普姆琼琼将出院返回林芝。彭
宏教授反复叮嘱普姆的爸爸和姑父，接下来
的一年内，一定要多锻炼孩子的听觉，避免
用手语，多跟孩子说话，训练她的语言能力。

羊城晚报讯 记者严艺文、通
讯员交通宣报道：根据地铁十二
号线施工安排，东川路封闭施工
将于1月16日（周六）凌晨开始实
施，东川路将调整为北往南单向
通行。届时，部分途经公交线路
及站点将同步调整。

站点调整方面，临时调整公
共汽车东华西路站（西行）向东迁
移约 60 米，设置为①号分站，在
较场西路（北行）距东华西路口约
100米处临时增设东华西路站②
号分站，在原公共汽车东华西路
站（西行）西侧约 80 米处临时增
设东华西路站③号分站。

临时撤销公共汽车省人民医
院站（北行），市民可步行至周边
的公共汽车烈士陵园站（双向）、
中山医站（双向）、东华西路站（双
向）等站点候乘。

公交线路调整方面，将结合
现场施工安排，临时调整途经东
川路（北行）20 条公交线路绕行
其他路段。其中，公共汽车 299、
502、502沙田班车、548、夜 93路
等线路绕行东华南路、东华北路
后接回原线；公共汽车 76、93、
211、864、夜4等线路绕行东华西
路、较场西路后接回原线；公共汽
车223、535、541、542、夜 39路等
线路绕行东华西路、较场西路、中
山二路后接回原线；公共汽车
16、112、192、221、546 路等线路
绕行东华南路、东华北路、中山一
路（达道路口）掉头后接回原线。

羊城晚报讯 记
者汪曼摄影报道：白
云山有个新景点你知
道吗？景点位于云山
北路，距离白云山西
门约 2.5 公里。没错，
就 是 白 云 山 茶 文 化
园！一个向市民游客
展示中国茶文化的好
地方。事实上，不少
市民在元旦假期已经
率先来打卡了，但这
三天仅为临时开放时
间。白云山管理局表
示，白云山茶文化园
预计 1 月 20 日左右正
式开放。

据悉 ，白云山茶
文化园是白云山“还
绿于民”工程的一个
重点项目——旧茶场
改造，园区依山而建，
保留了旧茶场的历史
记忆，变成了一个自
然风景式的岭南园林。洞门花
窗、小桥流水、亭台楼榭、白墙
灰瓦，这些岭南园林的经典元素
真切地出现在了山清水秀的白
云山。市民游客漫步茶园，可一
边叹茶，用味蕾去体味醇厚香浓

的茶汤，一边聆听，用耳朵倾听
低沉悠长的古琴乐声。黄茶、白
茶、乌龙茶、绿茶、红茶、黑茶，
六种风格不同的茶叶，在茶艺师
的冲泡下，散发出阵阵茶香，清
新的空气仿佛也有了茶的香味。

“广州正推动都市消费品工
业高质量发展，化妆品产业就是
其中重要内容。”广州市人大代
表、花都区化妆品行业协会会长
林纯说，花都区坐拥广州新白云
国际机场与广州北站，通过空铁
联运通达全球，是粤港澳大湾区
核心交通枢纽及活力引擎。花都
依托空铁枢纽，吸引高质量化妆
品企业集聚，将建设成中国化妆
品高质量产业示范区和广州都市
消费工业高质量发展新名片。

闵飞表示，接下来，将以建设
“中国美都”为广州市融合城市品
牌+产业品牌的主要内容，启动广

州市化妆品产业高质量发展规
划，从文化、产业、城市品牌来打
造包括化妆品产业集群的美丽健
康生态圈。将“中国美都”作为广
州市、广东省乃至中国化妆品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承载区。

“今年要实现化妆品产业产
值超过300亿元，规模以上化妆
品工业企业100家以上，限额以
上化妆品批发零售企业 300 家
以上，着力培育一批年产值超过
5亿元、10亿元、30亿元的行业
龙头企业，引导和支持一批优质
化妆品企业挂牌上市，擦亮‘中
国美都’品牌。”闵飞说。

一核四园多个基地，化妆品产业集群发展

花都全速朝“美都”进发
羊城晚报记者 周聪 通讯员 花宣

1 月 8日，“2021中国美都化妆品高质量发展大会”
（以下简称“化妆品大会”）在广州花都区举办。此次大会
在化妆品行业中分量十足，花都当地化妆品企业与国内
知名化妆品企业齐聚一堂，业内人士普遍认为，随着化妆
品大会的召开，花都原有的化妆品行业，将上升至崭新发
展阶段。

未来，随着花都化妆品产业“一核四园多个基地”的
战略规划，花都化妆品产业发展也将走向集群发展、产业
化、规模化运作。据了解，今年，花都区要实现化妆品产
业产值超过300亿元，擦亮“中国美都”品牌。

广东是全国化妆品生产第一
大省，产值约占全国的70%。全
国的化妆品产业50%以上集中在
广州。每年春秋两届“广州国际
美博会”，参会人员100万人次以
上，已经成为继广交会后我国及
世界化妆品行业最大的博览会。

而花都区作为广州化妆品
产业主要聚集区，其优良的地理
位置和发达的水、陆、空交通，为
花都区的化妆品产业发展提供
了有利条件。2013年花都区被
国家工商联美容化妆品业商会
授予“中国化妆品之都”，2019
年被授予“中国美都”之称。

“中国美都”已经进入了快速
建设阶段，去年3月，中国美都化

妆品总部集聚区项目举行了奠基
仪式，中国美都化妆品总部集聚
区一期工程正式开工。目前，第
一期化妆品生产企业即将进驻。

花都区区长邢翔表示，花都
区的化妆品产业发展将走向集群
发展、产业化、规模化运作。花都
区副区长闵飞介绍，“中国美都”
将启动“一核四园多个基地”的战
略规划。“一核”是指花都湖化妆
品总部集聚；“四园”是指花都西
部化妆品产业园、新雅镜湖工业
园、花山华侨工业园、秀全新华工
业园。对于落户花都区的企业，
政府将给予六个方面，10条专项
政策的大力支持，助力花都区的
化妆品企业快速发展。

布局美妆产业链
打造“一核四园多个基地”

空铁枢纽经济转化
打造化妆品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白云山多了个新景点
茶文化园下周迎宾

羊城晚报讯 记者严艺文，通
讯员陈丹、文春武报道：为保证道
路行驶安全，广州市中心区交通项
目管理中心将于1月16日夜间23
时至1月17日凌晨5时期间，封闭
东濠涌高架桥麓湖路至法政路段
主线桥面进行动静载检测，届时该
区域交通组织将作出调整。

封闭路口有麓湖路出入口、
法政路出入口、环市东路西向出
口、环市东路东向出口。原东濠
涌高架麓湖路至法政路段主线双
向车流可经由地面交通行驶。

不过，广州交警相关负责人也
坦言，虽然对电动自行车的管理取
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缺乏源头管
理，交通乱象始终难以消除。如何
推动源头管理，是一个更为艰辛的
工作。

记者梳理发现，近30年来，广州
“限摩限电”的相关规定一直在不断
演变。目前，广州市交管部门的执
法依据，是 2017 年通过的《广州市
非机动车和摩托车管理规定》。截
至目前，“限摩限电”法规仍在继续
实施。

但无法忽略的是，目前广州市
非中心城区市民对电动自行车的需
求仍比较大，记者在走访时发现，市
民普遍表示希望电动自行车能“以
管代限”。

该如何破局？记者留意到，去年
9月，广东省公安厅发布关于《广东省
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
（下称《条例》），向社会公开征集意
见，以求在省级层面，从源头破解电
动自行车管理难题。《条例》对省内电
动自行车生产与销售、登记与通行管
理、法律责任等管理痛点做出了系列
规定。其中提及的“电动自行车实行
登记制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登记后，方可上道路行驶”规定，将有
望为广州市实施电动自行车登记管
理工作提供更多依据，推动广州市开
展电动自行车上牌管理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条例》中还明
确了相关法律责任，为交管部门进
一步加大执法力度也提供了相关依
据。不过，未来应如何根据各地情
况落实实施，还需要各地相关部门
进一步细化配套措施。

从林芝到广州
西藏聋哑女孩跨越千里来赴约

植入人工耳蜗后，一开机她就能叫“阿爸”，惊呆所有人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张华 通讯员 何昊书

“爸、爸！”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以下称“省二医”）的人工
耳蜗调机室里，传出两声清脆的叫声，让所有人鼓掌的同时湿润
了眼眶。来自西藏林芝11岁的普姆琼琼，一出生就耳聋，听不
到一丝声音，也不会说话。12日，她新配的人工耳蜗开机后，短
短几分钟，她人生第一次开口叫阿爸，惊呆了在场所有人，也让
普姆的家人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来自西藏林芝的普姆琼琼是个非常
漂亮的女孩，今年已经 11 岁了，自出生
就听不到声音。生活在高原上，苦于经
济困难和当地医疗条件有限，普姆一直
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

去年9月，由共青团广东省委、广东
省卫健委等单位主办，广东省第二人民医
院承办的“健康直通车”从广东开进了西
藏，省二医专家医疗志愿者服务队在林芝
地区免费开展了义诊和扶弱助医活动。
普姆的家人带着普姆从高山上的牧区走
了几十里路去到林芝，在这次义诊活动中
认识了省二医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彭

宏教授，普姆父母恳求医生能帮帮孩子。
在林芝市人民医院，彭宏教授团队

为普姆进行了详细的听力检查，确认孩
子是几近全聋的极重度感音神经性耳
聋，只能靠人工耳蜗手术来恢复听力。
但普姆的耳朵结构非常特殊，受当地医
疗条件的限制，彭宏教授认为在当地无
法进行手术，主动向普姆父母提出“约
定”，带普姆来广州治疗。“我们利用一
些慈善基金，免费给普姆植入人工耳
蜗，相信这个手术能够让孩子恢复听
力，并且逐渐学会说话，最终帮助孩子
回归正常的生活。”

这个月初，普姆琼琼跟随家人来到
了广州。在省二医再次进行详细检查，
果不其然，CT检查显示其耳蜗圆窗完全
闭锁，属于严重的内耳畸形合并中耳畸
形及内听道发育畸形。“给普姆的耳朵里
安装电极，就像在塌方的煤矿井下寻找
出一条狭小的救生通道。”彭宏教授解
释，“如此严重的多重畸形，在我33年的
从医生涯里也极为少见，预示着手术将
面临极大的挑战。”

手术在 1 月 5 日进行，彭宏教授通
过高清显微镜，在毫米级的空间中精
准而细心地操作，经过团队的通力协

作，终于找到了普姆的鼓阶开口，非常
顺利地将人工耳蜗的精细软电极植入
到了其耳蜗鼓阶里，电极植入覆盖了
耳蜗全长，普姆非常有希望恢复全频
率的听觉。

其实，这个手术如果稍微出现一点
偏差，就会损伤鼓索神经、面部神经、
前庭等，可能导致孩子丧失味觉、发生
面瘫和眩晕等后遗症。“孩子的手术很
成功，预期她能够听到声音，如果家长
能够给她足够的语言训练，孩子讲短句
子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彭宏教授信心
满满。

因援藏相识定下广州之约

极为罕见耳道畸形难题

一开机就能淡定叫爸爸

东濠涌高架桥
周六晚封闭检测

东川路地铁施工
周六起单向通行
部分公交线路调整

文/羊城晚报记者 梁栩豪 图/羊城晚报记者 宋金峪

路上的电动自行车越来越多了，随之而来
的是涉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风险的增大。

记者近日获悉，去年，广州交警共查处电动
自行车交通违法行为41万多宗，电动自行车逆
行、驾驶人不戴头盔、不按规定道路行驶等乱
象依然突出。这场电动自行车违法乱局怎么
破？连日来，记者对此问题进行了走访调查。

羊城晚报讯 记者徐振天、
梁怿韬、严艺文报道：记者日前
从广州市交通运输部门获悉，
2020 年全年数据显示，广州巡
游出租车月均行业服务质量投
诉已经低于500宗，达到多年前
服务质量良好年代的水平。政
府和行业加强管理，推出符合行
业需求的调控措施，助的哥的姐
改掉不少服务陋习，提升服务水
平，使投诉量降低。

对于服务质量投诉量的下
降，广州市客运交通管理处解读
认为，该数据反映出市民对曾经
的广州巡游出租车行业的不良
印象，已大幅改观。

记者获悉，广州市客运交通
管理处在 2018 年 5月起启动出
租车服务质量专项整治工作，与
各企业一道打击司机恶意拒载
议价行为。与此同时针对行业

痛点，调整出租车运价结构，也
对司机运营压力有所减轻。

约束性的管理规范同样对
规范、维护出租车市场秩序大有
裨益。2019 年 11 月 1 日，广州
施行了《广州市巡游出租汽车客
运管理条例》，着重强化了企业
管理主体责任的落实，对企业的
经营行为进行更严格的约束。

“车内任何情况都被记录着，服
务投诉都有取证。”广州市白云
出租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出租车
司机陈建中，向记者介绍着自己
车内的智能摄像头。通过驾驶
室和车尾两只摄像头，司机和乘
客在营业期间的画面及声音被
记录，车尾箱行李摆放情况也被
记录。以往不少难以取证的投
诉，都因全被记录在案而有更多
取证素材，客观上对防范个别司
机实施不良行为起到作用。

加强管理，整治恶意拒载议价行为

的士服务投诉量持续下降

事实上，对于电动自行车的管
理，公安交警部门一直保持着严查严
管的高压态势。去年，广州市共查处
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行为41万多宗，
查处的电动自行车违法行为主要包
括逆行、闯红灯、不按规定车道通行、
未佩戴安全头盔等。

记者留意到，其中查处外卖车辆
交通违法行为数为 4万多宗，这意味
着，违法者更多的是拥有电动自行
车、交通安全意识淡薄的普通市民。

为逐步提高电动自行车车主的
交通安全意识，广州交警多措并举，
加强电动自行车管理。以去年为例，
广州交警共开展“红棉剑锋”行动 35
次，出动执法力量2.5万人次，查扣摩
电 30 多万辆，行政拘留违法人员
5000 余人。此外，本月起，广州交警
还开展了为期半年的摩电整治专项
行动，继续加强对电动自行车等车辆
的综合治理。

针对外卖、快递等行业重点人
群，广州交警实施共建共治策略，与
广州市交通运输局等部门推动成立
行业协会，通过与相关外卖配送企业
联合共治，用企业内部管理规定加强
对外卖员的约束。

对于“摩电整治重点区域”白云
区，广州交警协调相关部门推出“交
通文明出行”小程序，通过扫码录入
违法人员、地点、内容等信息形成数
据库，并根据违法数量和情节轻重，
采取发送警示短信、上门教育、强化
惩戒等措施，提高劝导质效。

在高压整治力度下，状况相对得
到好转。数据显示，去年 1至 11 月，
广州市涉摩电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为
300人，同比下降14.29%。

彭宏教授（右）介绍普姆琼琼的病情

茶园的大茶壶和一垄垄的茶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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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16日，广州交警在海珠区展开执法

连日来，记者蹲点广州市区多个主
要路口发现，电动自行车逆行、闯红灯
等违法现象频发。

上月29日上午，在白云区尖彭路与
白云大道交会路口，记者看到，此处的车
流量非常大，每当红灯亮起，路口就聚集
了不少电动车，包括普通市民和外卖员
等。但不等绿灯放行，一些电动车驾驶
员便闯红灯通过路口。在10分钟内，记
者粗略统计至少10辆电动自行车有闯红
灯、逆行等行为。

而在部分街道，电动自行车违法搭
客等现象尤为严重。4日傍晚6时许，在
科韵路地铁c口，记者发现一排电动自行
车司机正在等候，见到有人从地铁口出
来，就会伸手招揽生意。记者观察到，他
们大多数未佩戴安全头盔，载上乘客后，
有司机便逆行往黄埔大道西方向驶去。

长期在天河区车陂一带接客的一
名网约车司机告诉记者，上下班高峰期
是他最头疼的时候，中山大道上，上班
族、接送小孩的电动自行车不按规定车
道行驶的现象很普遍，“他们很多都抱
着‘你不敢碰我’的心态肆意行驶，实在
让人无语。”

此外，记者走访发现，不少电动自
行车车主对交规并不了解，且抱有侥幸
心理。“只要不出事，一般很难管到我
们。”在天河区棠下居住的市民刘先生
告诉记者，他在天河软件园上班，每日
骑电动自行车折返两地，也有过逆行、
闯红灯等行为，但没被处罚过。对于违
反交通规则的后果，他也不是很了解。

还有市民表示，目前电动自行车还未
实行上牌管理，相关处罚手段以交警口头
批评教育为主，违法成本相对较低。“虽然
知道这样做有风险，但是有时候我还是选
择‘铤而走险’。”市民陈先生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