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时报讯 （记

者 廖温勃 通讯员 穗

卫健宣）

5月22日0时至

24时，广州市无新增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

截至 5月 22日 24

时，累计报告境外输入

确诊病例130例、 境外

输入关联病例28例。 累

计出院155例， 尚在院

治疗3例

（危重型

1

例）

。

截至 5月 22日 24

时，累计报告境内确诊

病例349例。 累计出院

348例，累计死亡1例。

5月22日0时至 24

时，无新增无症状感染

者。

《还是钟南山》新书首发暨抗疫精神故事分享会在广州购书中心举行。

信息时报记者 徐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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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川）

昨日，《还

是钟南山》新书首发式与广州市第 111 场

疫情防控复工复产新闻发布会在广州购

书中心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共广州市委宣

传部、经济日报出版社主办，广州新华出

版发行集团、广州购书中心承办。 由魏东

海博士撰写，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经济

日报出版社共同策划的《还是钟南山》一

书正式出版发行。

作者亲述：

《还是钟南山》联系起两次抗疫

据悉，2003 年 5 月，经济日报出版社

与媒体人秦朔共同策划出版了《勇敢战

士：钟南山传奇》；17 年后的今天，中共广

州市委宣传部、经济日报出版社、秦朔联

合策划，将《勇敢战士：钟南山传奇》重新

修订、改名为《还是钟南山》，再次进行发

布。

17 年前，他说“把重病患者都送我这

里来。 ”2020 年，他说“没有特殊情况，不

要去武汉。 ”《还是钟南山》记述了钟南山

直面新冠肺炎和“非典”的英勇事迹，也讲

述了他奋进一生的传奇故事。“可以用 12

个字来评价我心目中的钟院士： 有本事、

讲真话、敢担当、医天下”，魏东海提到，他

与钟南山院士在广州共事十余载，得以深

入洞悉钟南山的生活轨迹和处世哲学，他

一直认为“南山风格”应该成为整个社会

的精神追求，也是他写这本书的动机。

魏东海认为，这个书名将钟院士的两

次抗疫联系起来，17 年前抗击“非典”时

是他，17 年后的抗击新冠肺炎还是他，这

是客观事实。 另外，书名还能引发读者疑

问“为何还是他”，进一步引出钟院士的精

神、态度、人格。书名还表达了强烈的愿望

和信心， 那就是将来如果再发生疫情，相

信一定还会有像钟南山一样的英雄挺身

而出。

关于《勇敢战士：钟南山传奇》和《还

是钟南山》两本书的区别，魏东海认为，前

者着重宣传英雄事迹、 学习英雄精神，后

者则是在此基础上， 强调了为什么是英

雄，怎样学英雄，“两本书的立意是一以贯

之逐层递进的”。

发布会现场， 经济日报出版社社长、

总编辑韩文高介绍了该书出版的背景。

他说， 在 2003 年“非典” 爆发时的 5

月， 经济日报出版社就出版了 《勇敢战

士： 钟南山传奇》 一书， 这次新冠肺炎

疫情， 出版社再次延续了高效的出版记

录， 钟院士 1 月 20 日提到新冠肺炎“人

传人”， 他们于次日就开始酝酿这本书。

钟南山之子谈父亲：

生活简单，每天运动20分钟

“他是普通的科学家， 也是严格律己

的科学家。 他的付出使得病人、群众对他

有更高的信任，这是我们作为家人值得骄

傲的。 ” 钟南山之子、广州市第一人民医

院主任医师钟惟德当天亲临发布会现场，

讲述了自己眼中的父亲。

“其实我们是普通的家庭， 生活比大

家要简单，因为彼此都很忙，相处的时间

不多。 ” 钟惟德谈到自己对父亲的印象时

提到，钟南山对自己要求很严格，有严格

的科学态度，不轻易否定一个东西，尊重

事物的规律和真相，这让他有强烈的动力

去探索，因此他的判断都是建立在证据和

科学之上。

“现在找他看病差不多要排到两年

后。 他对所有的病人都一视同仁，很多亲

友想加号，近十年都没有实现过。 ” 钟惟

德说，父亲对病人负责任、亲切耐心的态

度对自己影响最深，“无论是医学还是科

技上取得成绩， 对病人的态度是最基本

的，病人信任才能更好地开始治疗，这就

是很多人常说的，‘看过钟院士感觉病好

了一半’，那是因为信任。 ”

“在饮食上，我们家的菜比较固定，吃

饭是很简单的。 唯一的要求是比较软。 虾

蟹的东西不能吃，因为易过敏。”钟惟德还

透露，父亲很注重运动，运动是他的信条，

每天无论多忙多晚都有 20 分钟运动，“我

们家专门腾出一个房间用作健身室，有划

船器、跑步机、自己做的双杠等”。

活动过程中，华阳小学校长周洁介绍

了学校开展抗疫精神教育的情况，华南师

范大学附属中学学生刘名修讲述“南山精

神”对学校后辈的激励故事。

信息时报讯 （记者 丘敏华）

记者从广州市招考办获悉，广州市 2020 年普通高考英语听说考试将于 5 月 30 日~6 月 1

日进行。 即日起，可登录普通高考管理系统自行打印准考证。 考生在候考室、备考室等候考期间应佩戴口罩，而是否佩戴口

罩参加考试由考生自己决定，不建议佩戴 N95（KN95）口罩。

广州高考英语听说考试昨日起可上网打印准考证，考生入场、候考期间应戴口罩

考试时是否佩戴口罩？ 考生自己定

《还是钟南山》首发，讲述钟南山抗疫事迹

钟南山之子讲述眼中的父亲：找他看病要排到两年后，亲友加不了号

广州前日

无新增确诊病例

考前

45

分钟 （规模较大考点

可提前至考前

60

分钟）

，考点组织

考生，沿体温检测通道，分散有序

入场。所有考生要求佩戴口罩，逐

一检测体温，核查准考证、身份证

和《广东省2020年普通高考英语

听说考试考生健康卡和安全考试

承诺书》等。临时出现体温异常的

考生，可根据卫生防疫人员指引，

在临时观察区进行观察评估后作

下一步处置。

考生进入考点后，

按考务人

员指引进行消毒清洁， 再进入候

考室、 备考室进行违禁物品检查

和进一步身份核验等工作。 考生

在候考室、 备考室等候考期间应

佩戴口罩， 参加考试是否佩戴口

罩由考生自己决定。经检测，一次

性医用口罩对录音影响不大。 不

建议佩戴N95（KN95）口罩。

每场次考试结束后，

考生须

摘除使用过的麦克风防护罩和橡

皮筋，戴口罩有序离开考场，将使

用过的麦克风防护罩和橡皮筋投

进考场出口通道的垃圾桶， 并及

时消毒清洁。

广州市招考办提醒，考生应如实填写《广东省2020

年普通高考英语听说考试个人健康卡及安全考试承诺

书》，并注册“粤康码”信息。“粤康码”信息将与考生准

考证相关联，未注册“粤康码”的考生不予打印准考证，

无准考证的考生不得进入考点。 5月23日起，考生可登

录普通高考管理系统

（网址：

http://www.eeagd.edu.cn/

pgks

）

自行打印准考证。如无法打印准考证，请考生及时

将相关情况向报名点报告。

这些考生须提供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如属以下情况考生须提供考前7天内核酸检测阴

性证明方可参加考试。 一是考前14天内及考试期间出

现发热、干咳、乏力、呼吸困难、腹泻等疑似症状；二是5

月15日后从境外或中高风险地区返粤；三是“粤康码”

为红色。 如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且体温正常的考生，凭

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可以正常参加考试；核酸检测结果

为阴性，但仍有发热等疑似症状的考生，统一安排在考

点最后时段单独场次考试。 新冠肺炎确诊、疑似病例，

或未能及时提供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等不具备考试条件

的考生，凭相关诊断证明，经核准后，由省教育考试院

在高考后另行安排时间补考。

打印准考证：须注册“粤康码”

广州市招考办提醒， 临近考

试时， 考生如出现疑似症状， 未

能按照考场编排时间正常参加考

试的， 应在考试前向所在学校或

区招考办报告， 申请推迟参加考

试， 并提供医院诊断证明。 未按

要求及时报告的考生视同放弃考

试。

考场：戴口罩测体温 分散入场

提醒：未能如期正常考试的，应提前申请延期考

《还是钟南山》讲述了钟南山奋

进一生的传奇故事。

信息时报记者 徐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