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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时刻牵动海峡两岸民众
的心。连日来，疫情救治定点台资医院与
大陆同胞同心抗疫、不少台籍医生走上抗
疫最前线、台湾社工关怀医院隔离者、台
企台青贴心守护“最美逆行者”……这些
无不诠释和彰显着守望相助、共渡难关的
同胞深情。

台资医院全力抗疫

“从1月20日被指定为疫情救治定点医
院后，我们就拟定工作方案，全面启动各
项工作。在工人放假、材料紧缺的情况
下，克服困难，用 24小时改造完成隔离病
房与疑似患者专用通道。”台资湖南旺旺医
院院长蔡有权说，1 月 22 日开始，医院发
热门诊 24小时开放，截至 2月 13日，累计
接诊 600 余人，隔离病房已确诊 14 例新冠
肺炎患者。

湖南旺旺医院由台企旺旺集团投资设
立，已在当地扎根约 15 年。在疫情发生
后，医院4名台籍管理人员、6名台籍医生
和大陆同行一并坚守岗位。医院执行长郑

文宪从台北“逆行”回到长沙，与全院医
护人员探索疫情防控最佳方案，台籍行政
副总经理许旭初忙于疫情防控安排，以至
于累倒住进医院。

“ 参 与 一 线 抗 疫 ， 是 身 为 医 生 的 责
任。”台籍医生林祐成 2月初主动请缨，进
入医院隔离病房支援。他每天须穿戴全套
防护措施，连续工作9个半小时。大他一岁
的哥哥林祐谆是医院心血管内科医师，得
知疫情紧张，正月初六立即返岗。在林祐
谆看来，坚守岗位，自己义不容辞。

疫情发生以来，市面上消毒液、酒精
等供不应求，湖南旺旺医院特地在急诊
部、门诊部门口设置专门的水管，将旺旺
集团自产的水神除菌液，免费提供给周围
民众取用。自2月1日以来，每天供应量在
1.5 吨到 2 吨。医院还与周围社区联动开展
防疫指导，制作各类宣教、科普视频惠及
民众。

台籍医护星火驰援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对抗。作为医务

工作者，特别是呼吸内科医生，在国家需
要时，有责任也有义务冲在前面。”2 月
初，辽宁省人民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台
胞黄建宁随该省危重症患者救治医疗队驰
援湖北。

台胞龚浩是北京市第一批定点收治医
院复兴医院放射科CT技师，经他检测的疑
似病例已有近40人，确诊6人。“这场战役
没有局外人！让我们上下一心、众志成
城，一起努力早日战胜疫情！”这位检测疑
似和确诊病例的把关人说。

在位于抗击疫情最前线的武汉市中心
医院，影像科主任医师、台胞江燕萍超负
荷承担着病人的CT检查工作。台胞黄馨莹
在厦门长庚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工
作，她第一时间加入医院的新冠肺炎专家
组，近来每天从上午 8 时工作到下午 5 时，
还经常延后下班。厦门长庚医院郭姓台籍
医生近日报名前往武汉支援。她说：“我是
一名医师，如果可以，希望贡献自己的一
份力量。”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
医院副主任医师、台胞谢国群在疫情发生
后，投入发热门诊轮值和隔离病房工作。

“疫情当前，我应当挺身而出、不辱使
命。”他说。

据全国台联不完全统计，截至 2 月 7
日，大陆各地的台籍“白衣天使”，在发热
门诊及定点收治医院工作的有30余人。

网络科普助力防疫

“回台南不久就得知大陆疫情的消息，
我很着急。后来通过工作单位福建泉州国
宇医院得知，泉州安溪县的防疫物资比较
紧缺，所以我几乎跑遍了台南的药店，才
勉强买到 10支耳背电子体温监测计，马上
捐给了安溪疫情防控指挥部。”台籍医学博
士张峻斌说。

1月底，得知安溪县正在组建驰援医疗
后备队的消息，张峻斌第一时间在工作群
里报了名，并随后赶回大陆。“我很希望有
机会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切切实实为防控
新肺疫情贡献一份力量。只要有需要，我
会马上到位，毫不犹豫。”

张峻斌说，学校都推迟开学了，自己
这两天正忙着录制视频，向几个高校的学

生传授疫情防控的知识。在此之前，身在
台湾的他已开始录制防控疫情的科普视
频，并发给所在的泉州国宇医院，以便向
学校、企业等单位进行网络防疫宣传。

在张峻斌的影响下，他的两个孩子捐
出了2万元人民币的压岁钱，支持大陆抗疫。

“他们现在分别在福州和广州上大学，也一
直关注大陆的消息，希望能出一份力。”张峻
斌说，两岸同胞血浓于水，是一家人的关系。

“我们帮助的就是自己的兄弟姐妹。”

你我携手共克时艰

台湾社工杨昭玲 1 月中旬回台湾过年
时，便已得知武汉出现新冠肺炎患者。担
心医院人手紧缺，她大年初一就决心回到
福建福州新莲花医院投入工作。“我和家人
都经历过当年的非典，知道民众需要专业的
情绪疏导，所以家人都十分支持我回来。”

几天前的晚上，有对父子来新莲花医院
做检查，被通知需要隔离，父子俩不愿配合，

寒风中坚持站在医院门口。杨昭玲脱下外套
给冻得发抖的孩子披上：“我来自台湾，我不
怕被你传染，请你把衣服穿上。”

父子俩感动之下，走进医院接受隔
离。杨昭玲说，让焦虑的、无助的、害怕
的隔离民众放下戒备，信任并配合医生，
这个过程正是她工作的难点，更是她职责
的所在。

得知抗疫定点诊疗医院长沙县第一人
民医院急需抗疫物资，台企富丽真金家纺火
速驰援。企业负责人杜俊毅说，“我们能做的
就是站在最美‘逆行者’身后，守护他们，守
护希望，与大陆同胞携手，共克时艰。”

“85 后”台青朱波是上海的咖啡创业
者，看到报道中急诊室医生累到坐在地
上，他从1月底起，联系当地多家医院赠送
咖啡。每天早上6时起床，在门店准备好上
百杯咖啡，再辗转送到各家医院，朱波和
咖啡师忙得连续两天没顾上吃午饭。“送咖
啡，就是作为一个中国人为祖国做点贡
献。”朱波说。

“最美逆行者”中的台胞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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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籍医生林祐成 （右） 近日在湖南旺旺医院隔离区与护士交谈。
中新社记者 杨华峰摄

台湾社工杨昭玲 （右一） 与福州新莲花医院医护人员核对数据，每日实时进行症
状监测。 王 彦摄

本报北京2月 18日电 （记者汪
灵犀） 江苏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
厅近日印发《关于深化苏港澳多领域
合作若干措施》，将推动实施四项计
划，深化江苏与港澳多领域合作，促
进江苏与港澳的优势互补、互利共
赢。四项计划分别是：

推苏港澳经贸互利合作拓展计
划。加强苏港澳贸易物流合作，推进口
岸监管部门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
互助。鼓励江苏企业赴港澳投资，支持

江苏企业赴港澳开展技术、品牌、专
利、营销网络等投资、并购。加强苏港
澳金融合作、经贸交流机制平台建设，
推动在江苏港澳投资企业提质增效。
支持港澳投资者在江苏投资发展、拓
展经营网络，加强对港澳投资企业用
地支持和融资支持，支持港澳投资企
业参与质量标准评选和制（修）订。

苏港澳科技人才合作提升计划。
重点支持苏港澳企业、高校共建协同
创新平台，鼓励和支持港澳企业、高

校参与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中
国 （江苏） 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共
建众创空间、孵化器、双创基地等载
体。共同推动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
共建高水平研发机构、加强苏港澳人
才交流，为港澳专业技术人员在江苏
执业提供便利。

苏港澳教育文化交流促进计划。
推动共建苏港、苏澳高校联盟，鼓励
苏港澳高校联合共建优势学科、实验
室和研究中心，探索开展相互承认特

定课程学分，实施更灵活的交换生安
排，促进科研成果分享转化。推动苏
港澳人文交流。鼓励苏港澳在节庆、
展览培训、科研、舞台艺术等领域开
展交流。

港澳居民在江苏发展便利化计
划。扩大港澳居民居住证使用范围，
支持港澳居民及机构参评奖项和荣誉
称号，鼓励港澳青少年到江苏学校就
读，便利港澳居民来江苏就业，支持
港澳居民来江苏创新创业，推进劳动
社会保障制度衔接，完善便利在江苏
港澳居民购房政策，为港澳居民提供
咨询和法律服务等。

据悉，截至 2019 年 12 月，港澳
企业在江苏累计投资项目 43238 个，
协议投资达4468.9亿美元，占江苏协
议使用外资的 45％。江苏在港澳投
资企业 （机构） 1742 家，累计投资
224.9亿美元。

2月17日，山西省第十批支援湖北医疗队162名队员从太原武宿机
场出发，前往湖北援助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上图：在太原武宿机场，医疗队队员在出发前合影。
左图：在太原武宿机场，医疗队队员准备出发。

柴 婷摄 （新华社发）

山西派出第十批支援湖北医疗队山西派出第十批支援湖北医疗队

本报香港2月 18日电 （记者陈然）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 18 日公布，
2019 年年底香港人口临时数字为 750.07 万人，较 2018 年年底增加 1.42 万
人，增长率为0.2%。

香港人口增长由自然增长（即出生减死亡）及香港居民净迁移（即移入减
移出）组成。2018年年底至 2019年年底的人口自然增长为 4300人，其中出生
人数为5.29万人，死亡人数为4.85万人。同期内，净迁移人数为9900人，其中
3.91万人为单程证持有人的移入，2.92万人为其他香港居民的净移出。

香港人口是根据“居住人口”的定义而编制，包括“常住居民”和
“流动居民”。2019 年年底的总人口中，常住居民为 730.35 万人 （临时数
字），流动居民为19.72万人 （临时数字）。

新华社澳门电（记者王晨曦） 澳门特区政府行政法务司司长张永春2月
17日表示，为强化澳门的防疫措施，根据特区行政长官最新批示，自20日
零时起在入境前 14 天曾经到过内地的外地雇员须在特区政府卫生局指定
的、位于珠海市的地点接受医学观察14天，取得珠海市卫生部门发出的无
感染新冠病毒的医生证明后才能入境澳门。

澳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应变协调中心当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张永春在
发布会上作上述表示。

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李伟农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根据特区
行政长官最新批示，澳门将于20日零时起解除关闭博彩场所的措施。具备
营业条件的博彩场所可以开放，不具备营业条件的可提出申请延缓30天开
放。特区政府正与博彩企业协调，沟通有关调整经营管理、采取测温和戴
口罩等安全措施内容。

17日，澳门各公共部门恢复对公众提供基本服务。据了解，澳门过去
24小时没有新增确诊病例并连续13天无新增确诊病例。澳门累计报告10例
确诊病例，其中5例已康复出院，仍留院治疗的5例均属轻症。澳门累计报
告疑似病例1384例，已排除1363例，有11例仍待排除；累计发现密切接触
者55例，当中50例已解除隔离。

推动实施四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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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7日，在武汉血液中心的中国医学科学院CPnCoV项目组，康复
病人、来自汉口医院的护士蔡桃英在献血浆时拍照留念。当日，4位新冠肺
炎康复患者来到武汉血液中心捐献血浆。 新华社记者 才 扬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