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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昨天全省结婚登记同比降超八成

登记现场15分钟完成领证 亲友陪同人员不得进入登记场所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胡瀛斌）

医生

和警察， 一个守护健康， 一个守护平

安。 职责虽然不同，但使命却相通。 每

当突发事件来临，“逆行者”中，总少不

了他们的身影。 在广州，就有一对携手

“逆行”的夫妻———海珠区公安分局琶

洲派出所行政内勤黄广良和广东省第

二人民医院影像科护士杜喻丹。

“战疫”打响后，省二医成为全市8

所定点收治医院之一。 除了继续打针、

帮普通病人照CT等常规工作外，下午

5点后，杜喻丹还要给疑似或确诊“新

型冠状病毒”患者做ct扫描，为的是避

免与其他病人交叉感染。

“一开始为患者扫描CT时， 也担

心会传染给家里人。 但本着救人治病

是自己的职责， 也有多年从事护士这

一行的经验，便及时调整了心态，与有

抵触情绪患者主动交流， 让患者尽量

放松心态”。 杜喻丹如是说。

而作为丈夫的黄广良， 是海珠区

公安分局琶洲派出所的行政内勤。“战

疫”开始后，除了日常派出所的常规保

障工作外， 黄广良每天需要保障琶洲

派出所所有民警、辅警和保安员口罩、

护目镜等防护用品。 为了保障所里的

防护用品供应， 黄广良坦言自己甚至

联系了自己的朋友， 到处寻购各种防

护用品。

据杜喻丹介绍， 原本自己的休假

是从年二十九开始， 想着终于可以跟

丈夫过结婚10年以来的第一次年三十

团年饭， 却在年二十九晚上23:30收到

医院取消休假的通知， 于是在梅州的

一家宵夜档与家里面的老人家吃上一

顿“宵夜团年饭”，便匆匆地搭乘年三

十的第一班早机回到广州待命。

夫妻俩奋战在第一线， 每天都为

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贡献自己的力

量，10岁的女儿只能交给外婆照顾。

“基本每天都要跟女儿视频，一方面监

督女儿的作业， 另一方面是因为毕竟

女儿暂时不能在自己身边， 只能通过

视频这种方式见上一面。 ”杜喻丹说。

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通讯

员 梁斯睿）

昨日，记者从荔湾区法院

获悉，在疫情的非常时期，该院家事少

年庭的两位法官分别收到了一份特殊

的节日“礼物”，两对离婚夫妻，经历疫

情的“洗礼”，最终选择重归于好。

“疾病面前，家人在心中的分

量就自然掂量得清清楚楚”

原告蒋女士 ：“经过这次疫情 ，我

和丈夫已重新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我

们和好如初了，我想撤回离婚申请。 ”

蒋女士是一名钟点工， 每日早出

晚归但收入并不固定， 而她的丈夫沈

先生早已下岗， 双方常因家庭经济问

题争吵不休以致分居。 2020年1月，蒋

女士向荔湾法院起诉要求离婚。 但未

能就孩子日后的学习费用负担问题协

商一致，案件定于2月下旬开庭审理。

虽然双方都表示了同意离婚，但

刘法官通过与双方的接触感觉到，其

实双方尚有感情基础， 只是因为诸多

误会导致争吵，事情或许有转机。

春节假期一结束， 刘法官即抓紧

采用电话方式继续开展调解。 在刘法

官细心的开导和劝解下， 蒋女士渐渐

有了触动。她告诉刘法官，春节以来两

人虽然没有见面， 但由于担心孩子疫

情期间会不听劝告外出患病， 沈先生

不断用微信、电话与她和孩子联系，这

让她感觉到沈先生还是将她们母子俩

放在心上的。 沈先生的关心让她再次

感觉到了家的温暖。

“有太太有孩子的地方才是家”

原告张先生

：

“法官， 我与妻子已

经分居五年了， 上次起诉因为她不同

意离婚没有离成，这次我一定要离！ ”

今年1月，张先生第二次来法院提

起离婚诉讼。收案后，房法官致电双方

了解情况。原来，张先生因工作原因去

外地工作， 夫妻俩身处异地， 缺乏沟

通，影响了感情。但王女士认为夫妻间

还是有感情的， 同时考虑到要给孩子

一个完整的家，并不想离婚。

在交流的过程中房法官得知，张

先生其实非常疼爱自己的孩子， 事情

或有挽回余地。 为了给张先生一定冷

静考虑的时间，案件定于春节后开庭。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春节过后，房

法官接到了张先生的电话。 张先生诚

恳地说道：“经过这次疫情， 我发现妻

子平时照顾家庭是非常辛苦的， 多亏

了她的悉心照料， 我们家在疫情中一

家老少平平安安。 有妻子在， 有孩子

在，才有家在。 我们想好好珍惜，就不

离婚了。 ”

据了解， 自疫情发生以来， 以调

解、撤诉形式办结婚姻家事案件8件。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艳 通讯员

莫冠婷 陈雪芬）

往年2月14日是各地

婚姻登记的小高峰， 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 今年结婚登记和离婚登记双双

骤降。 记者从广东省民政厅获悉，截至

昨日17时， 全省当天共办理结婚登记

3859对，离婚登记168对。 与去年同期

相比分别下降83%、67.8%。 据了解，全

省做好应对结婚登记高峰日的预案，

引导当事人分批分时段办理婚姻登

记，有效避免了人群聚集。

婚姻登记实行分批分时段

据悉，早在1月26日，省民政厅发

文要求各地取消2月2日办理婚姻登

记，消除疫情传播隐患。 在全省婚姻登

记网上预约系统、“广东民政” 微信公

众号、“粤省事” 微信小程序发布温馨

提示，关闭预约通道。 对已预约的登记

申请人，婚姻登记机关通过电话、短信

等逐一通知， 做好解释说明和改期预

约等服务，取得理解和配合。

此外， 广东省各级婚姻登记机关

暂停婚姻家庭辅导和结婚颁证服务，

不举办集体颁证仪式， 尽力劝导新人

不携带陪同人员，以减少人员逗留。 广

东省民政厅提醒，对于接下来的2月20

日、2月22日等高峰期， 也希望市民尽

量避开办理登记。

需要提醒的是， 目前广东省各地

婚姻登记推行电话、 网络或微信等预

约服务，积极调控登记数量，分批分时

段登记， 有效减少人员聚集。 在预约

时，对登记信息进行预录，市民可通过

“粤省事”微信小程序“民政服务专区”

提供婚姻登记信息网上预录和证件材

料网上自查预审服务。

每对新人约15分钟可领证

昨日上午， 省民政厅与广州市民

政局相关负责人前往越秀区婚姻登记

处检查指导疫情防控工作。

据了解， 广州婚姻登记机关对进

入婚姻登记处的所有人员进行体温检

测、劝导佩戴口罩，门口处还摆放着资

料预审、表格填写等资料，尽量将前端

预审人员与候登区人员分开；同时，做

好人员分流工作， 分批分段放行婚姻

登记当事人进入。 据介绍，婚姻登记当

事人亲友陪同人员， 体温异常或未戴

口罩人员均不得进入婚姻登记处。

在越秀区婚姻登记处登记大厅。

早上10时许至11时许， 前来登记领证

的新人寥寥无几，等候区无人排队，没

有出现以往扎堆领证的拥堵局面。

记者了解到，针对当前疫情，二楼

颁证仪式厅已封锁， 暂停颁证仪式和

婚姻家庭辅导服务。 但为保证婚姻登

记服务质量，广州推行通过“广东省婚

姻信息管理系统” 自动打印婚姻登记

申请表、 在登记室宣读结婚登记声明

书等措施， 优化简化婚姻登记服务程

序，每对新人约15分钟左右完成领证。

尽量选择疫情过后再登记

“今天整个流程下来挺顺利的，挺

开心的！ ”范先生和周小姐原定2月初

登记结婚，看到2月14日有号试试就预

约上了。 范先生评价说：“工作人员服

务比较严谨、核实材料很负责，也一直

提醒我们戴口罩。 ”

据了解，事前，广州市民政局通过

反复公告、电话、短信、微信等方式宣

传，引导当事人尽量避开2月14日、2月

20日等特殊日子扎堆婚姻登记， 请婚

姻登记当事人考虑预约其他日子登

记；建议疫情过后再预约登记。

经历疫情的“洗礼”

两对“离婚夫妻”

重修旧好

“警医CP”并肩“逆行” 冲在“战疫”第一线

杜喻丹趁着午休时间， 赶来琶洲与丈夫黄广良

吃午饭。 信息时报记者 胡瀛斌 摄

进入婚姻登记大厅后须测量体温，分批分时段登记。 信息时报记者 叶伟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