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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张华报
道：罹患过敏性鼻炎、哮喘、先
心病、癫痫等“特殊健康状态”的
儿童，该如何接种新冠疫苗？近
期，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
广东省特需人群接种门诊的咨
询人次明显增多。该接种门诊
主任胡丹丹指出，给3岁以上儿
童接种新冠疫苗，需严格掌握禁
忌症，确保安全。对特殊健康状
态下的儿童接种新冠疫苗，建议
及时进行专科评估，甄别病情。
医生要正确掌握慎用症，权衡利
弊，避免不必要的推迟接种。

广东五家医院开设
“特需人群接种门诊”

胡丹丹说：“之前，儿童的免
疫规划是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接种疫苗，但是因公共卫生人员
无法代替临床医生针对不同的
健康状态儿童进行禁忌症筛查
和接种评估，而临床医生又通常
不能处方疫苗，对预防接种和疫
苗的禁忌症认识不足。所以，
2020年 12月 25日，广州市妇女
儿童医疗中心‘特需人群接种门
诊’挂牌成立。”

目前，广东已经在广州市妇
女儿童医疗中心、中山市博爱医
院、东莞市妇幼保健院、惠州市
第一妇幼保健院、佛山市妇幼保
健院等五家医院开设了“特需人
群接种门诊”。

进行专科评估正
确掌握慎用症

“开诊以来，我们共接诊

946 人次，接种 856 剂次。主要
是给外科手术后、心血管系统疾
病、遗传代谢性疾病、免疫性疾
病、血液系统疾病、神经系统疾
病等儿童制定个性化的接种方
案。”胡丹丹说。

胡丹丹说，“我们根据《广东
省3-17岁儿童和青少年新型冠
状病毒疫苗接种专家建议》，严
格把握 3 岁以上儿童接种新冠
疫苗的适应症，其中，对疫苗成
分过敏、慢性疾病急性期、发
热、急性疾病等四种情况是接种
新冠疫苗的禁忌症。另外，一些
具有基础疾病，疑似疫苗接种慎
用症等特殊健康状况，比如儿童
癫痫、哮喘、先天性心脏病、外科
术后等情况，我们建议由专科医
生评估是否接种。”

“在门诊接种疫苗30分钟、

24小时、72小时、1周、2周和一
个月后，医生都会对受种儿童进
行随访。目前门诊尚无预防接
种不良反应上报病例。”胡丹丹
说。

6月龄以上或能接
种新冠疫苗

3岁以下儿童接种新冠疫苗
的研究进展如何？记者了解到，
今年 9 月 10 日，科兴控股生物
技 术 有 限 公 司（SINOVAC 科
兴）与南非合作伙伴 Numolux
Group (Pty) Ltd. 共同宣布，全
球首个针对6月龄-17岁儿童和
青少年的新冠病毒灭活疫苗的
Ⅲ期临床研究在南非启动。这
意味着，未来6月龄以上儿童也
可能接种新冠疫苗了。

羊城晚报讯 记者丰西西报
道：11月 20日，广东省一心公益
基金会（以下简称“一心”公益基
金 会）八周年庆典会在广州举
行。这场“慈善+艺术”为主题的
活动，吸引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参
与。广州雕塑院院长、国家一级
美术师许鸿飞等多位知名艺术
家为此次活动捐出艺术作品，用

于爱心慈善拍卖。
经过6小时激烈竞拍，最终，

这场活动共筹得善款8321586.38
元。其中，许鸿飞雕塑作品《牛
气冲天》以33万元的价格拍出。
主办方表示，此次活动所筹集的
所有善款将全部用于“一心”公
益基金会的扶贫“救心”项目，帮
助更多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困境

患儿重获健康，重获新生。
据“一心”公益基金会常务副

理事长任志明介绍，扶贫“救心”项
目自2010年启动以来，已累计救
助4231名先心病和风湿性心脏病
患者，资助资金逾8000万元。她
表示，项目回访发现，许多先心病
患儿经过手术治疗后，都恢复了正
常的工作和生活，顺利走向社会。

6小时筹逾830万
救助先心病患儿

广东省一心公益
基金会累计救助423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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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花地文学榜”年度长篇小说得主、
《本巴》作者刘亮程分享创作心得——

孩子是天生文学家

专家称，需进行专科评
估，甄别病情，并正确掌握慎
用症，避免不必要的推迟接种

“特殊健康状态”儿童
能否接种新冠疫苗？

⬇活动现场，书迷们
踊跃举手提问
羊城晚报记者 陶奕燃 摄

⬅昨晚，刘亮程在羊
城创意产业园与读者分享
创作心得

羊城晚报讯 记者朱绍杰、实
习 生 张 雯 报 道 ：11 月 21 日 ，

“2021 花地文学榜”年度长篇小
说得主、《本巴》作者刘亮程做客
广州羊城创意产业园，与广州文
学爱好者分享他的文学创作心
得，拉开“2021花地文学榜”系列
活动的帷幕。

“我走不出来那一场西北风”

活动开始，刘亮程就注意到，
现场有不少亲子读者参加，而他
的作品《本巴》就是写给童年的
史诗。刘亮程说，孩子是最懂文
学的，他们是天生的文学家，孩
子一眼就能看懂文学所虚构的世
界，而孩子本身就会虚构世界。

“我写了许许多多的文学作品，
这些作品中很多都是写孩子的。
《本巴》是我所有写孩子的作品
中，最完整的一部。”

刘亮程介绍了他的这部已经
发表、但尚未出版的长篇力作。
《本巴》讲述了三个孩子的故事：
一个停留在哺乳期不愿长大的孩
子，一个不愿出生、被迫出生后还
要回到母腹的孩子，还有一个在
母腹中管理外面国家的孩子，他
们把现实世界的沉重生活，做成
轻松好玩的游戏，用过家家、捉迷

藏和做梦等游戏，玩转整个世界。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长篇小

说《本巴》获得年度长篇小说外，
刘亮程的散文集《风中的院门》
亦入围本届花地文学榜散文榜
单。两部作品同时入围，这在 8
年花地文学榜榜单中比较少见。

《风中的院门》收录了刘亮程
早期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的
部分作品。在该散文集中，刘亮
程将新疆特有的气候风貌与人
文、地理、历史融合在他的文字
中。“一年四季，西北风从远处刮
向我的家乡，刮过那些荒野、沙
漠、山林，刮过屋檐，刮过那些年
轻或者老去的人，把一阵一阵的
风声留在那个村庄中，留在一个
村庄少年的心中。”刘亮程说，这
就是地域与作家最直接、最密切
的联系：“我走不出来那一场西
北风。”

“‘玩’是人生中最可爱的喜好”

在与读者观众互动中，刘亮
程分享了自己在文学创作中的心
得和方法。他认为，写作讲究的
是细水长流。《一个人的村庄》是
刘亮程在乌鲁木齐打工期间，利
用每天晚上睡觉前一两个小时坚
持不断写出来的。在他看来，每

天用一到两个小时写作，形成习
惯，可以让自己从俗世中脱离出
来，进入写作世界之中。

刘亮程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
《捎话》，前后耗时八年。他说：
“长篇小说的最终完成是一个漫
长的心灵过程，不是一篇一篇故
事的累加，而是像盖房子一样，
在写作过程中自己与作品会一起
成长。”

不少人提出应鼓励孩子放下
手机，重拾纸质阅读。对此，刘
亮程认为，不管什么方式，只要
阅读都是好的，孩子的阅读可以
是随性的。他认为，孩子对阅读
的“懂”与大人是不一样的，孩子
看到的是感性的层面，大人看到
的是义理层面。“我们要做的不
是剥夺孩子手中的工具，而是去
引导孩子多读书。”

在刘亮程看来，“玩”是人生
中最可爱的喜好，而且孩子们的

“玩”也是学习，而且人的智力很
多时候是在“玩”中被激发出来
的。他表示，“我现在的写作所
应用到的资源和经验，很多都来
自童年时候对这个世界的感受，
因为童年时期，我们的心灵最敏
锐，可以感知和捕捉到世界上最
细微的动静，这种记忆沉淀在一
个作家的心中。”

广州花都3-11岁儿童
开打新冠疫苗第二针
同时为未接种第一针的孩子补接种

护士为儿童接种新冠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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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化运营、半小时通勤、助力空铁联运——

广佛环线将为建设“轨道上的广州”
添加重要砝码近日，珠三角城际广佛东环线（广佛环线东段）的

建设工作传来最新进展，广佛东环线2标一工区无砟
轨道整体道床经综合检查验收合格，评估一次通过，为
无砟轨道后续全面快速施工奠定了基础。据了解，这
种无砟轨道能够满足列车高速运行和旅客舒适感。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规划中的、广佛同城化的重要
构成、珠三角城际铁路网的重大项目，广佛环线每一次
公布建设进度都会引起各方关注，它的建成将提升广
佛两市交通可达性，实现“中心互联、融入区域”，激活
地区城乡融合发展。

根据《广州综合交通枢纽总体规划（2018－2035
年）》，做好广佛交通一体化规划，促进广佛同城化是珠
江三角洲世界级城市群建设的要求。近日，广州市城
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交通规划设计所所长张晓明接
受了羊城晚报记者的专访，他表示，通过广佛环线换
乘，可实现与粤港澳大湾区主要城市的快速通达，促进
区域经济合作和资源共享，提升大湾区辐射带动能力。

根据面向2035年的《广州市交
通发展战略规划》，广州市将建设
“轨道上的广州”。广佛环线四段线
路中，东段规划站点最多，据广州铁
路方面公开介绍，广佛东环线广州
南站至白云机场段全长46.75公里，
设计速度为每小时200公里。该段
设车站8座，分别为大石站、科学中
心站、琶洲站、金融城站、智慧城站、
龙洞站、大源站和太和站。由此可
见，广佛东环线规划设计贯穿广州
南北，途经天河 CBD，涵盖多个重
点发展区域，是沿线城市组团间的
城市快线。

据悉，广佛东环线建成后，广州
南站至白云机场只需半小时，天河
中央商务区至广州南站仅需 10 分
钟，至白云机场仅需 20 分钟，实现
高铁和飞机的无缝对接；同时将西
联佛肇城际、东接佛莞城际铁路，是
东西向交通干线的关键线路，将佛
莞线、穗莞深线、广惠线、广清线、
佛肇线和广佛江珠等6条城际线路
衔接起来。

对于助力广州建设国际交通枢
纽的作用，张晓明认为：“广佛东环

线连接白云机场、广州南站、广州北
站等重要综合交通枢纽，途经琶洲
及会展片区、智慧城、金融城等广州
重点发展平台，实现了城市重点发
展平台和机场、高铁枢纽 15-30 分
钟的快速直达，也实现了大型枢纽
之间的直连直通，促进了枢纽和城
市的高效融合发展、各类要素的互
联互通，为广州建设枢纽型多中心
网络化城市提供了坚强支撑。”

张晓明提到，对标日本东京都著
名的环线轨道山手线，它的运行线路
串联了众多枢纽和城市中心、副中心
等，形成东京多中心城市结构，广佛
环线也具备了山手线的功能，助力打
造“轨道上的广佛都市圈”，“广佛环
线选址的考量一是出于利民便民的
角度；二是从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角
度，广佛环线连接并优化广佛各重点
发展平台的交通区位和营商环境，真
正实现广佛城市中心高速直达。该
环线也是一条经济走廊，它串联了广
佛同城化合作示范区（花都—三水、
番禺—顺德）、广州市重点城市功能
区，对促进两市产业合作和科技创新
协同、促进环线走廊区域内的职住平
衡都具有重要作用，对广佛都市圈融
合和广佛多中心城市建构起到重要
的支撑作用。”

张晓明表示，目前，国内尚无
其它类似的城市之间的轨道环线
建设案例，广佛环线是国内首条在
建连接千万级人口的“双城”环线，

在城际与城市地铁
票务系统互通的公
交化运营模式、经济
带动及客流服务方面
都有显著优势，“可以
说，目前广佛环线是国
内第一条真正意义上的
城际轨道环线，无论是
线路功能定位、建设技术
标准及站点设置，都与广
佛两市的实际城市发展需
求高度契合，处于国内领先
的水平。”

根据规划，广佛环线城际铁
路由南段（佛山西至广州南）、东
段（广州南至白云机场）、北段
（白云机场北至花都）、西段（佛
山西至广州北）四段线路组成，
其中广佛环线白云机场北至花
都段又称广州东环城际，已于
2020年 11月正式运营。羊城晚
报记者近日走访体验注意到，广
佛环线北段共设有花都站、花城
街站（原拟定名“天贵路站”）、花
山镇站和白云机场北站共4站，
从花都站到白云机场北站用时
仅需不到25分钟。

值得一提的是，广佛环线北
段已率先推出智慧城际交通、公
交化检票乘车，从地铁广州北站
换乘至城际花都站的安检点周
边即放置有显眼的立牌，显示有
两种公交化乘车方式：一是注册
广州地铁官方APP，开通乘车码
后实名制认证，即可扫码并人脸
识别进闸；二是在相应的绑卡机

器中出示岭南通、羊城通或全国
交通一卡通与身份证进行绑定，
即可人脸识别刷卡进闸。记者
体验感觉到，两种方法经绑定
后，使用效果与乘坐地铁基本无
异，十分方便，绑定教程清晰，还
有乘务人员在旁协助办理，可谓

“一次认证、全程无忧”。
张晓明告诉羊城晚报记者，

城际公交化运营的方式将推广
至广佛东环线，张晓明表示：

“现今广佛两市每日通勤人口
为 30 余 万 人 次 ，每 日 交 换 量
170余万人次，加快推进深度同
城化非常迫切。广佛环线东段
将推出刷卡、刷码等实名制多
元化票务支付方式，为逐步迈
向‘一张票一座城’的公交化运
营不断探索和尝试，实现城际、
城市地铁之间的便捷换乘，提
升两市居民的商务、通勤出行
的便利程度，提高人民群众的
出行满意度。”

广佛环线一旦全线开通，对
广佛两地居民无疑是利好。张
晓明表示，广佛环线城际设计时
速160-200公里，线路覆盖范围
广，服务人口众多，居民之间的
出行效率将大大提升，线路连接
两市8区以及白云机场、广州南
站、广州北站、佛山西站四座大
型交通枢纽，加速推动了两市重
大基础设施共用、共享。

“通过该线路，真正实现两
市中心城区之间半小时出行圈，
佛山至广州南站、白云机场半小
时出行圈，推动广佛两市居民更
多选择绿色出行方式，如同在一
座城市生活、工作。”张晓明还提
到，广佛环线作为粤港澳大湾区
城际铁路规划线网中的重要环

线，与广珠、广清、广佛肇、广佛
江珠、佛莞惠、穗莞深等多条放
射性城际轨道线路衔接，通过环
线换乘，可实现与大湾区主要城
市的快速通达，促进区域经济合
作和资源共享，提升大湾区辐射
带动能力。

据 11 月 17 日广东省发改
委发布的《广佛环线佛山西站
至广州北站段可行性研究报告
审批前公示》显示，广佛环线西
段（佛山西至广州北）的建设也
有了新进展，线路起自佛山西
站，经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里
水镇、广州市花都区炭步镇、秀
全街道和白云区江高镇，止于
广州北站，建设年限 5年，有望
年内开工，共设7座车站。前段

时间，广佛环线南段（佛山西至
广州南）接触网工程全线冷滑
试验也顺利完成，为建设新阶
段奠定了基础。

据悉，广佛环线西环段项目
将成为佛山中部和东部片区连
接广州最便捷和最直接的出行
方式。张晓明介绍：“广佛环线
的布局特点是每个环段两端都
连接着交通枢纽，实现快速、便
捷抵达广佛四大枢纽。环线主
要体现‘中心互联、融入区域’
的作用，东、南环主要穿越广州
和佛山中心城区；西环将彻底
改变佛山南海和广州花都无轨
道交通直连的现状，带动该地
区融入广佛都市圈，激活地区
城乡融合发展。”

文/图 徐炜伦

时速160-200公里，加速推动广佛基础设施共享

连接重点发展平台，为广佛都市圈融合筑起重要支撑

广佛环线设计时速为160-200公里

广佛环线东段大源站正在施工建设中

广 佛 环 线
北段已实现公
交化运营

走访体验：城际公交化运营很方便

羊城晚报讯 记者许张
超、林清清，通讯员穗卫健
宣摄影报道：21 日上午，广
州市花都区全面启动 3-11
岁儿童第二针新冠疫苗接
种工作。记者从棠澍小学
接种点获悉，卫健系统、教
育部门以及各镇街设置了
16个临时接种点，其中棠澍
小学接种点按学校、年级等

分批次进行第二针接种工
作，预计 26 日将完成 17 所
学校累计 1.6 万余名学生的
接种工作。

在开启第二针接种的
同时，花都区同步为未接种
第一针的 3-11 岁儿童进行
补接种工作，目前全区3-11
岁儿童已有 19.85 万余人完
成第一针接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