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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丰西西报
道：近日，为严防境外疫情输入
风险， 广东进一步升级防控措
施，加大省际、省市协作，不断
优化流程，实现航空运输、口岸
检疫、目的地专车接送、社区防
控全流程闭环管理。

自3月21日零时起， 对所有从

境外（不含港澳台）经广东口岸入
境的人员，以及经港澳台地区和省
外口岸入境来粤且来粤前14天内
有国外旅居史的人员，其目的地为
广东的，无论外国公民还是中国公
民，均一视同仁，一律实施14天居
家或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集中隔离
医学观察的食宿费用由个人自理。

广东进一步升级防控措施

境外入粤一律自费隔离14天关
键
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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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中医张忠德 ，人称 “德
叔”，一个广东街坊熟悉的名字。

战疫已近尾声，德叔仍在坚守。
在近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时 ，摘下口罩的德叔 ，笑得很灿
烂。 （详见本报昨日 A3 版报道）

此时 ， 距离他除夕奔赴武
汉，已近两月。

两个月里夙兴夜寐 ，沙场鏖
兵血火淬炼 ，个中滋味 ，岂一言
所能蔽之 ？ 但在德叔看来 ，这一
切却稀松平常：“我是个医生 ，只
是换了个工作地点而已。 ”

17 年前在抗击非典时德叔
曾经命悬一线 ，通俗地说叫 “死
过一回”。未知死焉知生，大概这
样的经历让他更体悟患者的苦
痛，更洞悉生存的意义。所以，奔

赴前线再战新冠 ，于他 ，便是再
自然不过的事。

中西医结合治疗在此次战
疫中的成绩有目共睹。 在战疫的
尾声 ，德叔笑了 。 救火拯溺疗效
卓著 ，这时候的德叔大概是真切
感到幸福的。

但若是要考究一下修辞 ，我
倒是赞同雨果的一句名言 ： “审
慎的人很少使用 ‘幸福的人 ’和
‘不幸的人’这两个词语。 人类真
正的区分 ，是 ‘光明的人 ’和 ‘黑
暗的人 ’。 ”与其说德叔幸福 ，倒
不如说他光明。

“我们这个年纪 ，做事就凭
两点 ：责任和良心 。 ”淡淡的语
气 ， 让我想起老子的一句话 ：天
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

羊城晚报讯 国家卫健委医政
医管局监察专员郭燕红在 3 月 20
日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会
上透露 ，驰援武汉的医疗队从 3 月
17 日开始撤离， 截至 20 日已撤离
了 1.2 万名医务人员 ，主要是在方
舱医院和非重症定点收治医院工

作的医务人员。
按照工作计划 ，国家卫健委将

安排国家医疗救治专家组以及高
水平的重症救治团队 ，坚守在重症
定点收治医院 ，直到患者救治任务
特别是重症患者的医疗救治任务
全部完成以后再予撤离。 （王莉）

□ 林如敏
@街谈巷议

与其说他幸福，不如说他光明

省委常委会暨省新冠肺炎防控领导小组（指挥部）召开会议，认真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把严防境外疫情输入作为
当前最重要防控任务来抓

李希主持会议
严 格 落 实

防控境外疫情
输入工作指引
各项措施，形成

航空运输、口岸检疫、目的
地送达、社区防控闭环机制

强化清明祭
扫活动管理，周密
应对疫情持续日
久带来的衍生问

题， 周到细致做好返粤医
疗队服务保障

加快建
立 同 疫 情
防 控 相 适
应 的 经 济

社会运行秩序，推动早
日全面步入正常轨道

多 措 并
举减轻 疫情
对外经 贸发
展的影响，培

育新的出口增长点，稳住
外资外贸基本盘

据新华社电 外交部发言人
耿爽 20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中国政府已经宣布向 82 个国家
和世界卫生组织、 非盟提供援
助，包括检测试剂、口罩、防护
服等。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在中
国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国际社会对中国提供的政治支
持和物资捐助。 ”耿爽说。 当前，
中国也在向遭受疫情的国家伸
出援助之手，主要从四个方面做
出努力： 一是在政府间援助方
面， 中国政府已宣布向 82 个国

家和世界卫生组织、非盟提供援
助，包括检测试剂、口罩、防护服
等，其中多批援助物资已送达受
援方。 二是在医疗技术合作方
面，中国和世界各国分享中国的
诊疗方案，与很多国家和国际组
织举行卫生专家视频会议，并向
伊朗、伊拉克和意大利派遣医疗
专家组。三是在地方政府援助方
面， 中国有关地方政府已向韩
国、日本、意大利等国城市捐赠
物资。 四是在民间援助方面，中
国很多企业和民间机构已开始
为有关国家提供捐赠。

外交部：
我国已宣布向 82 个国家
和世卫、非盟提供抗疫援助

“病毒来袭时，他们不计
报酬，无论生死，冲在了最前
面。 ” 20日晚，汕头市街头，
市民林先生牵着女儿的小
手， 指着购书中心外墙一块
LED大屏上正滚动播放的海
报，讲起了“最美逆行者”的
故事。

当晚， 汕头中心城区以
及各区（县） 的多个商业中
心、 主要交通要道户外LED
大屏同时点亮， 滚动播放宣
传海报， 向全省战疫英雄致
敬。 此次亮灯活动将持续至
27日。

（赵映光）

广东省支援湖北武汉和荆州医疗队部分队员返粤，李希马兴瑞到广州南站迎接

最可爱的人，欢迎回家
羊城晚报讯 记者罗仕报道：木

棉花开，英雄归来！ 20 日下午，广东
省支援湖北武汉和荆州医疗队部分
队员返粤。 当晚，省委宣传部组织发
动全省各地利用城市地标建筑以及
近 2000 块户外 LED 大屏亮灯致敬
从湖北战疫归来的广东医疗队。 据
悉， 近期全省各地以及机场、 火车
站、航运码头、高速公路等，将运用
各类电子屏、移动电视终端、走码屏
等滚动刊播“木棉花开 英雄归来”

“战疫英雄 欢迎回家” 等主题宣传
画、宣传标语和“最美逆行者”照片、
姓名，向广东援湖北医疗队员致敬，
欢迎战疫英雄回家。

相关报道见 A2、A3

国家卫健委：

1.2 万名驰援武汉医务已撤离

全省

晚上 7 时许，华灯初上，广州
塔亮出“战疫英雄 欢迎回家”“向
广东援湖北医疗队致敬”等标语。

据统计，此疫广州尽显医疗重
镇担当， 共派出 13 批次共 152 名
医务工作者驰援湖北。

除了广州塔，珠江新城、猎德
大桥、广州国际媒体港、北京路、流
花展贸中心等也纷纷亮出欢迎标
语或播放欢迎海报， 全城点亮，迎
接逆行者荣归。 (罗仕 )� � � �

深圳

晚上 7 时 46 分左右，深圳市
深南大道市民中心段， 三辆载有
47 名深圳市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
的大巴穿行而过，市民夹道欢迎。
深圳交警派出两辆警车、 数十辆
铁骑全程护送。 深南路旁打出
“2020 爱您爱您， 谢谢您为湖北
拼过命”横幅。

当晚， 深圳 400 多栋高楼电
子大屏也为这些“新时代最可爱
的人”亮灯。 (宋王群 )� � � �

400多栋高楼大屏亮灯

大剧院“贝壳”传敬意

珠海

“战疫英雄，欢迎回家”“木棉
花开， 英雄归来”———晚上 7 时，
珠海大剧院亮灯， 主题画在一大
一小两组“贝壳”上展现，成为一
道特别的风景线。

几乎在同一时间段， 珠海市
支援湖北医疗队的 56 名成员顺
利抵达珠海。 广东援鄂医疗队队
员、珠海市人民医院护士林莉说，
在荆州奋战的每一天都无比充实
而满足。 （吴国颂）

佛山 全城地标为白衣战士点亮

20 日至 27 日， 佛山刊
播欢迎标语或海报， 迎接战
疫英雄回家。

据介绍， 佛山五区运用
户外大屏、广告牌、公交亭、
报刊亭、楼宇电视、公园文化

长廊等载体刊播主题宣传海
报， 并利用城市地标、 户外
LED 大屏亮灯。 亮灯地点包
括佛山印象城、 南海万科广
场、碧桂园总部新翼广场等。

（郑诚）

战疫海报引市民驻足观看汕头

亮
致敬英雄

灯

华彩小蛮腰迎逆行者荣归

广东省疫情防控临床救治专家组组长覃铁和
剖析危重型病例救治“现在时”“未来时”

精准稳妥治疗
比“快速清零”更重要

详见 A4

详见 A5

广州

20 日晚，东莞市中心的
东莞大道国贸商圈写字楼同
步亮灯， 以最高礼遇向东莞
人民心目中“最美的白玉兰”
致敬。 接下来的一个月里，
200 多幅反映东莞各战线英
勇战疫的精美照片， 将遍布
全市 211 个核心地段的“黄

金展位”。
“这份为白衣战士们准

备的特殊礼物实在是太震撼
了！”市民陈女士一边拿着手
机拍照留念， 一边说：“这是
在致敬‘逆行者’，也是一股
精神暖流。 ”

（文聪）

东莞 特殊礼物献给“最美白玉兰”

促进汽车生产消费政策出台

广州将增加中小客车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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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深圳林立楼宇亮灯，欢迎逆行者回家 羊城晚报记者 王磊 摄

抵达广州后，驰援荆州队员和迎接的同事热烈拥抱 羊城晚报记者 林桂炎 宋金峪 摄

广东省新冠肺炎疫情
截至 3 月 20 日 24 时

累计
确诊病例

1399例

新增
确诊病例

7例
（均为境外输入 ）

新增
出院病例

3例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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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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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郑少玲
报道： 从今天凌晨 0 时 08 分
起，广州市的增城区、南沙区
等多区都相继发布了大雾黄色
预警信号 。 直到今早 8 时 57
分起 ， 南 沙 区 、 海 珠 区 、 番 禺
区、荔湾区、花都区、白云区、
黄埔区、增城区、天河区、越秀
区才陆续解除了大雾预警信
号。 广州市气象灾害应急指挥

部决定从 10 时 40 分起解除
广州市气象灾害 （大雾 ） IV 级
应急响应。

广州预警发布中心今早 10
时 31 分发布，今天傍晚至夜间，
广州市能见度可能再次下降至
1 公里以下。

21 日 -23 日， 广州市以多
云天气为主，气温回升，偶有零
星小雨，早晚有轻雾。

大雾笼罩羊城
今天傍晚至夜间，广州市能见度

可能再次降至 1 公里以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