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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TIMES

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欧嘉福 通讯员

穗妇宣）

4月13日，为继续做好援鄂返穗

队员和广州定点医院一线医务人员关

心关爱工作，在广东省妇联的大力指导

下，进一步巩固延伸“您为大家 我帮您

家”关心关爱服务，由广州市妇联、市总

工会、团市委、市商务局联合举办，广州

饮食行业五大商协会承办、市妇女儿童

福利会、中国邮政广州市分公司协办的

“致敬英雄 暖爱广州———关爱抗疫一

线医务人员 助力餐饮行业复工复产活

动”顺利举行。

市饮食行业商会组织广州餐饮行

业五大商协会，发起了美食募捐大行动

的倡议，为抗疫一线的医务人员献上暖

心的广州美食。

在倡议发出后， 耀华饮食集团、侨

美饮食集团、炳胜饮食集团、黄埔华苑

饮食集团、 广州半岛餐饮投资集团、广

州食尚国味饮食管理有限公司、香港稻

香集团、九毛九

（广州 ）

控股有限公司、

广州市六合餐饮有限公司、广州堂会餐

饮娱乐有限公司、拉丁餐厅饮食集团等

广州知名的餐饮企业纷纷参与本次行

动，短短十多天的时间，已经募得餐饮

消费券面值约541万元。 为将爱心精准

送达，市妇联牵线搭桥，由中国邮政广

州分公司免费快递爱心餐券到抗疫英

雄家里。

记者获悉，这些代餐券可代替现金

使用，获赠代餐券的医护人员，可直接

持券到发券餐饮公司旗下的饭店用餐，

抵扣面值相等的现金费用。 据介绍，广

州支援湖北的抗疫一线医护人员，都已

经获得了一套代餐券， 人均面值约为

1300元。 代餐券消费有效日期无限定，

获得餐券后可以随时使用。

据介绍，随着疫情进入常态化的防

控阶段，全市的餐饮企业开始逐步恢复

正常营业。

抗疫一线医护人员获发代餐券

人均可抵扣现金消费约1300元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子垤 通

讯员 粤消宣）

昨日下午， 广东省

消防救援队伍支援湖北抗疫突击队

队员在圆满完成支援任务后， 搭乘

专车返粤。 省消防救援总队在韶关

市乳源瑶族自治县体育馆外举行了

欢迎仪式。

欢迎仪式上， 支援湖北抗疫突

击队队员代表张小龙介绍了广东省

消防救援队伍支援湖北抗疫突击队

工作情况。 疫情发生后， 广东省消

防救援总队 46 名指战员闻令而动，

深入抗疫一线开展康复患者转移、

医务人员护送、 救援物资和医废物

料转运、 公共区域、 特殊场所和确

诊患者住宅洗消杀毒、 社区防控、

居民生活保障帮扶等工作。 截至 4

月 7 日， 共接送医护人员 2148 人，

转移康复人员 1237 人， 防疫消杀

135.43 万平方米 ， 转运物资达

1094.5 吨。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艳 通讯员 周

晋安 甄晓洲 叶张翔）

4 月 13 日， 中山

三院第三批援鄂医疗队 133 名队员结

束 14 天的隔离休整，返回广州。 至此，

中山三院 175 名援鄂医疗队员全部平

安回家。 中山三院院长戎利民、党委书

记丘国新带领党政领导班子成员早早

等候在医院门诊楼前手捧鲜花迎接医

疗队回家。

据悉， 医疗队在前线奋战 50 天，

平安抵粤后隔离休整 14 天。 医疗队队

长杨扬说， 从 2 月 9 日出征到现在，

一共 64 天， 这些日子每个队员都想

家。 “昨天， 我们进行了最后一次核

酸检测， 全部阴性， 我们安全回来了。

我们每个队员， 比什么时候都爱家，

比什么时候都爱中山三院。 我们顺利

完成任务了。 武汉的 50 天， 医疗队员

们互助互爱、 共克时艰、 守护生命，

我们走过了人生最宝贵的 50 天”。

迎接队员回家的现场， 上演了一

幕幕感人画面， 许多医疗队员和家属、

同事都眼含热泪。 中山三院急诊科男

护士陈柏五是医疗队队员之一， 2 月 9

日原本是他计划结婚的日子， 结果，

他报名了去驰援武汉， 取消了原本要

办的婚礼。 4 月 13 日， 他当众向中山

三院岭南医院隔离病区三区的护士何

丹丹“重新求婚”。

重症患者救治推荐方案将发布

医疗队在武汉抗疫 50 天， 整建制

接管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光谷

院区一个重症病区。 团队累计收治患者

90 例，其中 77 例为重型/危重型，平均

年龄 63.8 岁，合并 1 种以上基础疾病的

占 68.8%，重症累积治愈 65 人，重型/危

重型患者平均住院日 22 天， 病死率

2.6%，病死率和平均住院日分别显著低

于文献报道的 49%~61.5%和 30~40 天。

团队高效救治患者的同时实现“零感

染”。

据介绍，医疗队的治疗模式获国家

推广。 在国际疫情形势日益严峻、国内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情况下，为了

让更多患者受益，医疗队在医院其他几

批援鄂医疗队员和全院抗“疫”同道的

支持下，利用 14 天的休整期，共同制定

出了新冠肺炎重症危重症患者救治推

荐方案。 该方案正在接受专业审核，通

过后将正式对外发布。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川 ）

昨

日，由 2020 广州读书月推出的花城

3D 书摘漂流馆全网开馆。书摘漂流

馆以广州塔为主体，周围繁星点点，

每一道星光都对应着一本书， 点击

即可查阅书中的精彩书摘。 画面设

计唯美精致， 读者可 360°旋转广州

塔，选择感兴趣的书籍，同时可以上

传自己心仪的书摘，DIY 专属日历

海报转发分享，增强互动乐趣。

主办方介绍， 作为读书月主推

的线上活动，花城 3D 书摘漂流馆旨

在以书摘为引，用大家习惯的“浅阅

读”方式，涵养“深阅读”行为，进一

步激发市民阅读热情， 引领全民

“趣”阅读。 书摘漂流馆融入了诸多

广州元素，50%以上的书摘源自历年

“书香羊城”十大好书，其中不乏众

多讲述广州历史文化的书摘。 漂流

馆还特别设置了 2020“书香羊城”十

大好书专题页面， 让读者更直观地

了解最新的十大好书信息。

“2020 年是‘书香羊城’十大好

书评选活动举办的第十个年头，我

们也希望通过一些特别的方式来记

录这一过程。 ”主办方介绍说，从某

种意义而言，花城 3D 书摘漂流馆不

仅是各类好书的陈列馆，也是“书香

羊城”十大好书十年变迁的展览馆，

还是一个广州文化精品的互动体验

馆。

2020 广州读书月由中共广州市

委宣传部、 书香羊城全民阅读活动

组委会办公室主办， 广州新华出版

发行集团承办。本次读书月以“朝夕

阅读 不负韶华”为主题，着力打造

广州首个“线上”读书月。

广东省消防救援队伍

援鄂抗疫突击队返粤

中山三院援鄂医疗队队员隔离后全部平安回家

陈柏五向女友何丹丹“重新求婚”

花城3D书摘漂流馆

全网开馆

各 家 餐 饮

公 司 发 出 的 代

餐 券 有 多 种 面

值。

信息时报记者

郭柯堂 摄

医疗队员陈柏五因援鄂取消婚礼，昨日现场再次向女友求婚，得到现场所有

人的祝福。 信息时报记者 郭柯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