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羊城晚报讯 记者钱瑜、 郑达报
道：40 多个日日夜夜，超过 1000 公里
的距离，56 名珠海支援湖北医疗队员
们使命已达，20 日晚， 齐齐整整回到
广东！

晚上 7 时 55 分，载着白衣战士们
的三辆大巴缓缓驶入珠海南屏公安检
查站，珠海市委书记郭永航、市长姚奕
生及相关部门领导在此迎接， 警察们
列队致敬，欢迎他们回家。 郭永航说：

“欢迎大家回家，我代表珠海人民向你
们表达敬意和感谢!� ”

回想起支援荆州的日子，珠海支援
湖北医疗队队员李生成颇为感慨，他在
荆州市中心医院支援了一个多月，负责
危重病人的抢救，“现在心情很矛盾，既
有离别的不舍，又有回家的喜悦。 身为
中国人，身为医疗队一员，能投入到国
家级战疫我感到很荣幸。 ”

1 月 27 日，广东省中医院珠海医院
呼吸科主任黄东晖坐上了前往武汉的
列车，成为广东省第二批援助湖北医疗
队的一员，也成了珠海支援湖北“第一
人”。17 年前在抗击非典一线，黄东晖因
持续收治抢救病人，极度疲劳不幸被感

染。 康复后，他回到医生岗位。 3 月 20
日，他支援湖北平安归来。 巧的是，当
天正好是黄东晖 50 岁生日。他说：“抗
击非典的经历， 让我更加了解患者对
健康的渴望， 更懂得生命的可贵和医
者的责任。 这次终于圆满完成国家交
给我们的阶段性任务， 我所尽到的不
过是一个医生应尽的职责。 ”

羊城晚报讯 记者文聪报道：木棉
花开，英雄归来！ 20 日傍晚，东莞市第
二批、 第三批支援湖北疫情防控医疗
队的 35 名队员平安回到东莞，莞邑大
地用最高规格的礼遇欢迎“逆行者”回
家。而第一批医疗队也已结束战疫，在
武汉休整数日后也将启程回家。

20 日傍晚，第二批和第三批队员
分批乘坐大巴驶入东莞， 铁骑队员一
路开道护送 ， 执勤民警整齐列队敬
礼，欢迎白衣战士们回家。 行经路段，
市民们纷纷夹道等候， 挥舞着手中的
国旗， 向车上的队员们表达敬意。 在
红绿灯处等待通行的私家车主们按响
喇叭， 鸣笛致意。 莞邑大地用最高规
格的礼遇， 最诚挚的心， 拥抱“逆行

者”们回家。
队员、市第八人民医院的护士谢如

湖说：“冬去春来， 终于回到大东莞，很
激动，很感动。 激动是因为我们终于能
安全返回，顺利完成任务。 感动是因为
被大东莞的正能量暖哭了，一路护送的
铁骑， 路边等待着挥手致意的民众，感
恩你们在背后陪我们一路同行！ ”

在随后举行的回莞欢迎仪式上，
东莞市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梁
维东代表市委、 市政府和全市人民热
烈欢迎英雄回家， 向完成驰援任务回
莞的 35 名医务工作者致以崇高的敬
意。 市委副书记、 市长肖亚非主持仪
式，市委常委、副市长喻丽君出席欢迎
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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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山难忘楚水, 粤鄂两地情
深。 广东的白衣英雄们今天回家
了。

20 日上午，529 名广东支援武
汉医疗队队员完成驰援任务，乘坐
高铁顺利返回广州。

上午 8 时许，在武汉欧亚会展
国际大酒店，广东援助湖北第十一
批医疗队在这里举行一个简短的
送别仪式。 所有队员已经列好队
伍，等待出发前往武汉火车站。 临
别之际许多医疗队员们泪湿眼眶。
突然， 队伍中有人唱起了粤语歌
《朋友》，接着所有队员都跟着齐声
唱了起来。 一曲唱罢，来自东莞的
15 名队员又唱起了粤语歌《讲不

出再见》。那一刻，他们对武汉人民
的感情，都在歌声里。

“您辛苦了，感谢大家在东西
湖方舱医院工作期间的鼎力相助，
帮助我们更换消毒液、 发餐点，维
持秩序……”来自汕头的医护人员
吴琳牵头写了一封感谢信现场递
交给了武汉东西湖交警大队。

东西湖区交警大队张警官说，
跟他们在一起战斗了一个多月，现
在即将分别很难受，希望他们下次
来武汉不是因为在战场上见，我们
会拿出十二分的热情， 来接待他
们，带他们品尝武汉的美食，逛武
汉最美的风景。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副院长、武

汉东西湖方舱医院的院长章军建
来前来为广东第十一批医疗队送
行，他说，东西湖方舱医院是武汉
最大的方舱医院，广东医疗队的到
来，解了医院的燃眉之急。 等到春
暖花开的时候，希望大家能来武大
游玩，赏樱花。

警车开道， 大巴缓缓启程，武
汉人民用最高规格礼仪送别广东
白衣战士。 在乘坐大巴前往武汉火
车站的途中，沿途的小区居民自发
站在家中窗台前， 不断向车队挥
手，高喊“谢谢您！ ”医疗队员们也
朝着窗外向他们挥手致意。

在武汉火车站广场前， 民警
列队欢迎。 人们一遍又一遍喊着

响亮的口号：“感谢广东！ 向您致
敬！ ”“感谢广东！ 向您致敬！ ”队
员们又一次泪流满面。 前来为队
友送行的第二批国家中医医疗队
广东团队队长张忠德流下激动的
泪水， 而他仍然坚守在雷神山医
院抗疫。

为送别医疗队员，武汉火车站
还特地为广东医疗队员们准备了
一份精致的纪念品。 每位医疗队员
都会领取到一张高铁纪念卡，感谢
他们在这场抗击疫情战役中对武
汉的贡献。 票面设计始发站为武
汉，终点站为美丽家乡。 背面为武
汉站画面，写有“您用无畏 书写诗
篇 感恩此程”等字样。

羊城晚报讯 记者陈卓
栋 ,通讯员江讯、周颖森、谭
耀广报道：“战疫英雄， 欢迎
回家，你们辛苦了！ ”20 日傍
晚，艰苦作战逾一个月后，江
门支援湖北抗击疫情的 48
名医护人员平安回到江门，
入驻酒店休整。

江门市委书记林应武 、
市长刘毅等市领导到场欢迎
医疗队员们平安归来， 向他
们并通过他们向全市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的医护人员致以
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战疫英雄们，在前线你
们听指挥、重大局，精医术、
守医德， 表现突出、 同行认
可、患者点赞，无愧为我们江
门的骄傲。 ”林应武在作慰问
讲话时， 希望全体战役英雄
休息好、调整好，以饱满的热
情和健康的体魄再次投身到
工作岗位中。

在迎接仪式上， 江门市
第一批支援湖北医疗队队
长、 新会区人民医院重症医
学科副主任医师钟景良说，
感谢江门市委市政府一直以
来对医疗队的关心和关怀，
感谢各级各相关部门的大力
支持。

江门市第二批支援湖北
医疗队队长、 江门市中心医
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刘凌云
说，从前线的工作中，队员们
从思想、工作、生活上都学习
了很多，收获了很多。 在以后
的工作中， 队员们会更加的
努力，站好自己的每一班岗。

春分日，战士归。 20 日，
广东省支援湖北应对新冠肺
炎疫情医疗队共 1093 名队
员完成支援任务， 分别从武
汉和荆州启程， 乘坐高铁顺
利抵粤。

自 1 月 24 日开始， 广东
共派出 26 批次共 2484 名医
疗队员驰援湖北应对新冠肺
炎疫情。 经过艰苦努力，支援
湖北医疗队探索出一套较为
成熟的“广东打法”，形成了一
套经过实战检验的“广东经
验”， 现阶段当地疫情已经得
到有效控制。

广东支援武汉医疗队当
天返粤 529 名队员，包括国家
紧急医学救援（广东 ）医疗队、
省疾控中心移动 P3 检验队、
第十一批医疗队、第十六批医
疗队、中医医疗队及第四批医
疗队等 6 支队伍。 主要在方舱
医院、 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
院、宜昌市疾控中心工作。

广东支援荆州的医疗队
当天返粤 564 名队员。 主要分
布在对口支援的荆州市中心
医院、 荆州第一人民医院、江
陵县人民医院、松滋市人民医
院、公安县人民医院、公安县
中医医院、 石首市中医医院、
监利县人民医院、监利县中医

医院、 洪湖市人民医院等 10
家医院。 另有 12 名队员继续
坚守荆州，进行医疗救治和培
训指导工作。

经过一个多月的奋战，荆
州疫情防控形势已持续稳定
向好。 全市重症、危重病例集
中在市级重症救治中心，治愈
率由 2 月 11 日的 5.21%提升
至目前的 96%，病亡率也得到
迅速遏制。 其中江陵、松滋、石
首、公安、监利、洪湖相继完成

“清零”，风险评级顺利从高风
险降为低风险。

广东支援荆州医疗队联
合荆州市，建设互联网医院，
上 线 18 天 总 访 问 量 达 到
10.05 万人次，最高峰日访问
人数达到 6312 人次，相当于
一家三甲医院的日门诊量 ，
为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
疗队。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统
一安排，3 月 17 日起，完成任
务的各地援武汉医疗队分批
返程。 广东支援湖北医疗队也
陆续返程。 3 月 19 日，广东省
支援湖北移动 P3 实验室和国
家 （广东 ）紧急医学救援队已
顺利抵达。

根据安排，返粤医疗队将
进行 14 天集中休整。

20 日下午 3 时 38 分许，载
着 529 名广东驰援武汉医疗队
员的高铁顺利抵达广州南站。 第
一个走出车厢的是广东省第二
人民医院国家紧急医学救援 （广
东 ）医疗队的刘晓春医生 ，回到
广州的他非常激动 ，一度还红了
眼眶 。 他告诉记者 ，踏上广州的
土地他倍感亲切 ，见到家乡人民
心里特别踏实 。 下车时 ，他的手
里还带着一张武汉人民送给他
的祝福卡 ， 上面写着 ： “逆行感
恩，武汉必胜”，这是武汉朋友为
他送行时给他的 ，他说他将永远
铭记这段驰援经历。

“我想吃麦当劳！ ”当列车抵
达广州南站 ，来自清远市人民医
院的 3 位小伙子林家铭 、 殷代
龙、何圳就迫不及待地 “呼唤 ”想
念已久的美食。

“等疫情结束 ，我安全回去
之后 ，我们就结婚……”这是林
家铭在不久前写给女友的一封
情书。 他和小伙伴们已在武汉东
西湖区客厅方舱医院奋战了一
个多月 ，回家了 ，他们格外想念
家里的美食 。 “我想吃潮汕牛肉
丸！ ”“我想吃住家饭！ ”“我想吃
老婆做的蛋炒饭！ ”说完，三位小
伙子都开心地笑了。

来自肇庆市四会市中医院
的医疗队员陆桂连带着一只巨
大的棒棒糖从武汉回到了广东 。
她和队友们负责支援武汉江汉
开发区方舱医院。 一个月后终于
回家了 ，临行前 ，武汉人民特地
送她和队友们每人一根巨大的
棒棒糖。 “他们说我们很棒，就像
棒棒糖一样棒！ ”她笑着解释。

“广东，我们回来了！ ”20 日
下午 4 时 58 分许， 载着 564 名
广东省支援湖北荆州医疗队员的
高铁顺利抵达， 当医疗队员们走
出车门时，现场响起了热烈掌声。

和医疗队员们同时抵达的 ，
有羊城晚报的温建敏 、 李钢 、梁
喻三名记者。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后 ， 他们赶赴荆州展开采访报
道。 羊城晚报记者李钢多次主动
请缨 ，最后终于成行 。 抵达荆州
前线后 ，他多次进入最危险的隔
离病房采访。

回忆起在荆州的采访经历 ，
李钢表示 ，这是一次艰苦但非常
难忘的人生经历 ， “每天不仅要
采访 ，还要防感染 ，每一次穿脱
防护服都需要耗费很多体力 ，还
要完成采访和拍摄 ， 确实比较
累，但非常难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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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林翎，通
讯员曾毅峰、孙翔报道：20 日下
午 6 时 20 分许，大巴载着中山
市驰援湖北的 4 支医疗队 57
名白衣战士， 缓缓驶入中山三
乡温泉宾馆。 中山市委书记赖
泽华、市长危伟汉迎接 57 位英
雄归来。

20 日上午 9 时， 中山赴荆
州医疗队共计 42 人踏上返程
的旅途。 荆州市人民向中山赴
荆州医疗队伍敬礼， 在荆州站
列队送行。

驻守在武汉的 15 位中山医
疗队队员也于 20 日上午启程回
家。 临别时，他们在车上唱起了

《祝你一路顺风》，车外，并肩作
战的战友们、警务人员及自发前
来的武汉市民与他们依依惜别。

下午，中山医疗队员陆续抵
达广州南站。 中山市第二批援
助湖北医疗队的队长袁小玲
说，“把大家一个不少， 完完整
整地、好好地带回中山了，我特
别激动，特别开心！ ”

医疗队乘坐着大巴经过那
洲检查站时， 现场拉起了欢迎
医疗队回家的横幅。 中山交警
列队欢迎，以“最高规格”的礼
仪，迎接 57 位英雄回家。 据悉，
宾馆方面特别为队员们准备了
石岐乳鸽等许多中山特色菜。

羊城晚报讯 记者郑诚报
道：20 日， 佛山医疗队的 26
名队员随所在驻点的广东省
医疗队返回佛山。 佛山以最高
礼遇迎接英雄归来。 佛山市委
书记鲁毅、市长朱伟出席迎接
仪式 ，代表市委 、市政府和全
市人民，向从湖北归来的战疫
英雄致以最诚挚的问候和最
崇高的敬意。

张兴钦是佛山市中医院重
症医学科主治中医师，2 月 11
日， 他作为佛山市第三批驰援
湖北医疗队队员赴荆州支援。
“与很多专家、 前辈一同工作，
学习到很多。 ”他表示，在与当
地医护人员和佛山中医院院大
后方专家会诊过程中， 自己有
机会从中萃取中西医技术菁

华，提升技术水平。
“有机会再来荆州共叙战友

情，共赏古城景色。 ”临别时，当
地医护人员与张兴钦相约再聚。
用张兴钦的话，经过 1 个多月的
并肩作战，大家都成为了“过命
兄弟”， 尽管至今很多战友还没
见过脱下口罩的样子，但张兴钦
表示，这份情谊永生难忘。 说到
目前的心愿，张兴钦说最希望剩
下的病人能早点康复出院，疫
情迎来最终的胜利。 而自己也
很想和家人坐下来吃顿便饭，
好好抱抱女儿 ：“我刚来的时
候，女儿 5 个月还不到，视频的
时候看到我还会笑一笑， 但是
分开时间长了， 最近她看我一
眼就转头， 可能又感觉有点陌
生了，很想好好抱抱她。 ”

羊城晚报记者 丰西西 张璐瑶
通讯员 粤卫信

56名医疗队员
齐齐整整归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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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特派武汉记者 张豪 李斯睿

离 别 那
一刻 ， 佛山
第二批驰援
湖北医疗队
队员刘颖泪
流满面
林子龙
孙远航 摄

伤离别
情难舍

广东医疗队员返粤，与武汉战友依依惜别

3 月 20
日 ， 广东医疗
队 529 位医护
人员从武汉返
回广州 。 广东
援汉第十一批
医疗队在驻地
酒店门口举行
送别仪式
羊城晚报记者
汤铭明 摄

回家之前
他们种下
友谊之树
羊城晚报讯 20 日 ，

529 名广东援助武汉医疗
队队员启程返粤 。 就在回
家之前 ， 湖北省中西医结
合医院与广东 、 北京支援
湖北医疗队员们共同在医
院湖边小广场种下象征着
友 谊 长 存 之 树———紫 玉
兰 。 在现场 ， 大家纷纷约
定 ，来年春暖花开时 ，去登
黄鹤楼 ，去东湖赏樱 ，一起
畅游曾经战斗过 、 拼过命
的城市———武汉。 (张华)

3 月 20 日，广东支援湖北武汉医疗队员乘坐高铁返回广州 羊城晚报记者 林桂炎 宋金峪 摄

3 月 20 日，广东省支援湖北武汉医疗队员乘坐高铁返回广州
羊城晚报记者 林桂炎 宋金峪 摄

1093名广东援湖北医疗队员返粤
羊城晚报记者 丰西西 张璐瑶 通讯员 粤卫信

3 月 20 日
晚 ，广州塔 、花
城广场等地大
屏幕滚动播放
欢迎广东援湖
北医疗队归来
的 灯 光 秀 ， 迎
接英雄回家
羊城晚报记者
周巍 实习生
惠天骄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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