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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零拥堵 观展群众零滞留 参运车辆零事故

航展期间
我市交通安全顺畅
本报讯（记者陈颖）记者
从市交通运输局获悉，第 13
届中国航展的场外交通保障
工作圆满完成，航展公众日
三天（10 月 1—3 日）投入大
巴、公交接驳车等运力 2253
辆次，运送观众 19.54 万人
次；专业日接驳车累积服务
超过 4 万人次专业观众和参
展商，
整个航展取得了
“道路
零拥堵、观展群众零滞留、参
运车辆零事故”
的成绩，
实现
航展交通“更安全、更顺畅、
体验感更好”
的目标。
据悉，航展公众日市交

通运输局开辟了 7 条市内专
线，投入超过 450 辆客运大
巴，以 5-10 分钟一趟的频
率滚动发车直达展馆。同
时，还组织周边 6 个城市开
通跨市直达专线，投入车辆
超 过 270 辆 。 相 比 往 届 航
展，本届航展增加了疫情防
控的查验环节，这也给交通
保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各
乘车点及停车场查验健康
码、行程卡、72 小时内核酸
检测阴性证明、张贴核验标
识、扫码乘车等环节，
前后排
队不超过 8 分钟。疫情防控

中国航展走过 25 年光辉历程

一位白衣天使的成长与见证

1996 年，杨小月在
首届中国航展做志愿
者。

工作的严谨流畅让乘车观展
的观众更安心。面对多维度
的交通压力，珠海市交通运
输局一手打造的航展交通运
输服务及指挥调度平台，在
提前做好航展人流及车流预
测、加强航展公众日观众的
引流诱导、运力资源的统筹
规划、应急情况紧急调度方
面也发挥了关键作用。输运
压力较大的航展公众日三
天，通过平台监测，及时调配
运力，
各乘车点、停车场井然
有序，未出现观众大量滞留
的情况。

八旬阿婆坚持观展十三届
杨小月（右三）在第 13 届中国航展现场安排协调护理人员核
酸采集工作。
本报记者 程霖 通讯员 张嘉斌 摄

航展现场四代同堂为祖国庆生

罗秋良一
家四代在酒店
楼顶观看第十
三届中国航展
飞行表演。
本报记者
陈新年 摄
本 报 讯（记 者 陈 新 年） 的新闻后，
就嚷着要看航展。
”
“祖国，我爱您！”昨日，在第 阿婆的女儿何丽美说，
为了安
十三届中国航展现场，当中 全，
航展前一天，她和妹妹只
国空军航空大学红鹰飞行表 好带母亲去航展中心附近看
演队的 8 架教-8 拖着绚丽 飞机训练。结果她们跑了两
的彩烟在蓝天上飞舞时，坐 趟都没看到，
当晚阿婆就不高
在酒店楼顶观展的 83 岁阿 兴地说
“什么都没看到”
。
婆罗秋良与孩子们一起挥舞
“10 月 1 日，母亲提出要
着小国旗庆祝新中国 72 周 去做核酸检测。
”
何丽美深知这
年华诞。
是母亲要去看航展的态度，
因
抗日时期，阿婆出生在 为观看航展需要核酸检测证
广东梅州。那个时候她就知 明。
“为了满足老人的心愿，
第
道，因为中国落后没有自己 二天我们一家四代人都去做了
的飞机，日本飞机炸死了很 核酸检测，
今天 5 点就来到这
多同胞。1988 年，阿婆从梅 酒店楼顶等候飞行表演。
”
州来珠海三灶帮女儿照顾孩
“ 快看，战机起飞了！”
子。从 1996 年看第一届航 11 点 30 分，坐在阿婆女婿
展开始，她就迷恋上了航展， 林雪强肩膀上的 5 岁男孩黄
每一届都要去看中国的飞 深宥一边看着望远镜一边呼
机，成了铁杆
“航粉”。
叫起来。他的叫声也引起了
“到今天为止，
我在这楼 现场其他观展人员的惊叹：
顶看了 13 届的航展，尤其是 “真厉害！”
看中国飞机飞行表演，觉得
“1996 年，我儿子一岁
我们翻身做了主人。”
昨日上 就开始看航展，如今都成了
午 11 时许，坐在自带观展椅 军迷。我外孙黄深宥约两岁
上的阿婆告诉记者。
就观看了 2018 年的飞行表
“考虑到新冠疫情，我们 演 ，现 在 迷 上 了 飞 机 和 汽
原计划不看这届航展。但 9 车。”林雪强笑称，在阿婆的
月初母亲从电视上看到航展 影响下，全家人甚至亲戚朋

友都爱上了航展。
“看了 13 届的航展，感
觉祖国越来越强大。”
林雪强
说，航展表演的中国飞机越
来越多，
而且还是主角，
这次
既有“中国心”的歼-20 战斗
机，也有自主研发首次表演
的无人机，还有珠海造的
“鲲
鹏”
AG600 水陆两栖飞机。
“珠海的交通变化也特
别明显。”
阿婆的儿子何利贤
称，2000 年前，由于私家车
极少，大家只能坐公交车看
航展，
而且交通特别拥堵，因
此很多珠海本地人都是骑自
行车甚至步行去观展。
“这几
年，交通便利畅通了。今天
我们一家 10 个人开 3 台车
过来观展，沿途 6 公里只花
了 6 分钟。”
“新冠疫情之下，
每天都
有几万人能到航展馆观展，
这就是我们中国疫情防控能
力的体现。中国航展，不愧
为‘ 国 家 名 片 ’。”13 点 10
分，随着“青春珠海号”主题
飞机的腾空而起，孙女何明
珠挥舞着小国旗，
唱起了《我
和我的祖国》。

本 报 讯（记 者 刘 联)“1996
年，首届航展，我有幸参与了全
过程，真是很难忘的回忆……”
9 月 29 日，在第 13 届中国航展
举办的第 2 天，中大五院护理部
主任杨小月在航展现场服务，
作
为一名护理老兵，
见证中国航展
走过 25 年光辉历程的她，在朋
友圈中发了这样一段话并附上
了她参与首届航展的老照片。
10 月 2 日，航展第五天，杨
小月在中大五院核酸检测采样
点工作，
她的任务主要负责安排
协调护理人员核酸检测采样工
作。
“参加第一届航展时，我是
刚进卫校第二年，还是一名学
生，赶上航展在各个院校招募
40 名志愿者，经过层层筛选，我
很幸运地入选了。
”
杨小月感慨：
“中国航展是珠海一个重要窗
口，一张享誉世界的名片，能够
为航展提供医疗保障服务，
我感
到无比自豪。”
从 1996 年起，中国航展从
小到大，从弱到强，25 年的历程
可谓巨变。
杨小月服务的中大五院作
为航展医疗救护和疫情防控核
心单位，
医院派出由心血管病中
心、胸外科、急危重症医学部和
创伤与关节外科等多学科专家
队伍为航展应急救援工作护航，
并派出另一组护理骨干、检验骨
干等负责航展现场的核酸采样
及检测工作。这次医院还投入
了一台最新引进的达到 P2＋标
准的核酸检测车，24 小时停驻
在航展现场，可提供登记、核查
信息、采样、检测等全流程核酸
检测服务，从样本上机至显示结
果，耗时仅约 2.5 小时。同时，
医院与交通运输部南海第一救
助飞行队深度合作，
随时可转运

病患来院救治。
高 效 专 业 的 队 伍、全 流 程
核酸检测服务、快速空中急救
转运……这些变化体现了医院
医疗服务能力和管理能力的最
新进步，
是珠海医疗服务水平快
速提升的缩影。
“我们家自 1985 年举家迁
移到珠海后，我一直在珠海求
学、生活和工作。”
生活在珠海经
济特区近 40 年，在杨小月看来，
特区始终延续着敢闯敢试、敢为
人先的改革精神。
“第一届航展有 3 个固定的
馆，但现在有 11 个……无论是
参展飞机、参展国家、参展商数
量，还是观众人数和场馆面积，
现在都比首届要多得多，大得
多。
”
杨小月说。
“航展的不断发展壮大是特
区不断发展壮大的缩影，整个城
市过去几十年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
越来越有现代化国际化
经济特区的样子。
”
杨小月表示，
她所生活的区域、工作的医院不
时都有新变化，让人眼前一亮，
比如，
珠海对不同情形下的疫情
施行分类处置措施，高效防控，
精准施策；
医院对智慧服务的升
级，推行核酸自助开单、云电子
胶片等，在疫情大考之下，这些
变化展现了特区速度和温度。
10 月 3 日，第 13 届中国航
展圆满闭幕。医院整个医疗保
障队队员早出晚归，已坚守了 6
天，高质量完成了各项工作任
务。杨小月表示，作为老珠海
人，
能够与同事们一起参与如此
国家盛事，守护中国航展的起
步、发展、壮大，
见证祖国航空航
天事业的腾飞，
自己由衷地骄傲
自豪，坚信自己生活的城市、工
作的医院和自己都将迎来更大
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