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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从 3 月 25 日零时起，武汉市以外地区解除离
鄂通道管控；
4 月 8 日零时起，武汉市将解除
离汉离鄂通道管控措施。
当前，以武汉为主战场的全国本土疫情传播
基本阻断，湖北正紧紧抓住医疗救治和社区
防控两个关键环节，抓好科学精准防控，同
时因时因势调整工作着力点，推动经济社会
发展从“按住暂停”向“重启恢复”转变。
城市活起来，工厂动起来，农民忙起来……
负重前行，从疫情寒冬中苏醒的湖北，按下
复工复产“播放键”，打响经济社会发展“主
动仗”，努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双胜利”。

A03 聚焦

离汉离鄂通道解封
人间烟火味回归了
一座座城市迎来复工潮

25 日下午，湖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
局局长姚俊在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透露，即日起至
3 月 27 日，离鄂省际公路将全部开通。
按照部署，相关防疫站点要做到应
撤尽撤。25 日 0 时起，湖北省内的公路
检疫站点开始撤除；至 27 日，离鄂公路
检疫站点要撤除完毕。站点撤除的同
时，相关部门将清除路障，不留死角。
公路要做到应通尽通。25 日 0 时至
27 日 0 时，湖北省内的高速公路、普通公
路要有序开通；至 27 日，离鄂省际公路
要全部开通。考虑到各个地方的实际情
况，开通的具体时间将在不晚于 27 日的
前提下，据实进行安排。
姚俊介绍，4 月 8 日前，武汉市将继
续实施严格的离汉、离鄂管控措施，对保
留的通道站点将优化查验流程，提高通
行效率；对于进京和境外入省的情形，有
专门的规定，
要按相关的规定执行。

湖北重启
武汉重启

除武汉外
铁路客运站
25 日恢复运营

昨日，在襄阳西高速路口出口，交警指挥交通。其他交警在移除高速路口出口处的锥桶。

烟火回归 熟悉的生活又回来了
湖北省内除武汉外 16 个市州陆续恢复了公共
交通运营，空荡了两个月的马路，又迎来了熟
悉的川流不息。
商铺，陆续开门迎客。孝感街头各类门店
约有三成开业。在孝感市乾坤国际超市，进场
不再限定为代购员，
顾客比前段时间明显增多，
米面粮油、
蔬菜水果及其他物资均供应充足。
物流快递，寄送工作全面恢复。圆通湖北
荆门分公司快递员陆运贵和王靖说：
“ 现在都
是采取‘无接触取件’，我俩现在每天有约 30
份收件订单，
还在不断增长。
”
战“疫”主战场武汉，在连续多天实现确诊
病例
“零新增”
后，改变也在悄然发生——
在武昌区东亭花园小区，两个小朋友近两
个月来第一次从家中下楼，在小区游乐场一边
晒太阳，一边荡秋千。截至 3 月 23 日 16 时，武
汉市无疫情小区占比超 94%。
3 月 22 日，武汉市 27 个过江桥梁防疫检
测点和主城区近 80 个防疫检查点已经全部撤
除。
这座城市，正慢慢恢复昔日的生机与活
力。

复工复产 超 18 万农民工乘包车离鄂返岗
放眼荆楚大地，重大项目打头阵，各地加
紧推进复工复产。据湖北省经信厅统计，截至
3 月 23 日，湖北省规上工业企业已有 13155 户
开工，复工率为 85%，员工到岗人数 171 万人，
到岗率为 60.3%。
出省务工人员的通道进一步打通。19 日
下午，搭乘 551 名湖北荆州务工人员的 G4368
专列从荆州火车站始发，当晚抵达广州，这是
今年春节后从湖北始发的第一列务工人员高
铁专列。
返岗赴他乡，全国都来帮。在湖北最艰难

的时期搭把手、拉一把。针对当前部分出省务
工人员还面临不被认可健康码、抵达务工地被
要求再隔离 14 天、有的企业不招聘湖北籍员
工等问题，连日来，广东、浙江、江苏等地主动
伸出援手，
“ 点对点、一站式”服务于湖北务工
人员的返岗专车从湖北接连出发。
广州、深圳、佛山、惠州、杭州……一大批
城市，
先后与湖北互认健康码。
据湖北省交通运输厅不完全统计，从 3 月
13 日至 23 日 20 时，湖北省超过 18 万农民工
通过
“点对点”
包车方式运输离鄂返岗。

抢抓农时 希望的田野上追赶春天脚步
拉起笼子，一只只鲜活的小龙虾从水中跃
出。见到这久违了的“老朋友”，湖北潜江市熊
口镇赵脑村村委会主任柴社会欣喜不已。
21 日上午，
“ 中国小龙虾之乡”潜江迎来
春节后首次开捕小龙虾。
“今年是暖冬、暖春，小龙虾提前出来觅
食，所以品质比往年好。”中国小龙虾交易中心
工作人员王丽晴说，疫情初期，交易中心一度
只有 6 家商户、1 台车，目前已逐步恢复到 200

多户，对外开通 46 条小龙虾专线运往全国 300
多个城市。
麻辣、蒜蓉、油焖……小龙虾上桌，唤醒了
大家沉睡一冬的味蕾，也点燃了沉寂一个冬天
的农村。
湖北是全国水产养殖大省，连续 24 年居
全国淡水水产品产量第一。
“滞留”水塘的小龙
虾终于“上岸”，吹响了湖北农业努力追赶春天
脚步的出征号角。

特写

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 24
日晚发布通告，25 日零时起，恢复办理
湖北省境内除武汉市 17 个铁路客站外
的到达和出发业务。
3 月 28 日零时起，恢复办理武汉市
17 个（武汉、汉口、武昌、南湖东、汤逊
湖、
庙山、
普安、
纸坊东、
后湖、
金银潭、
天
河机场、天河街、花山南、左岭、乌龙泉
南、土地堂东、山坡东站）铁路客站到达
业务。4 月 8 日零时起，恢复办理武汉市
上述 17 个铁路客站出发业务。

公交车
重现武汉街头
25 日 5 时 25 分 ，编
号 为 495 的 533 路 公 交
车离开汉口火车站，驶
向街头。武汉市公交线
路 25 日部分恢复运营。
为解决外省来鄂来
汉人员及复工复产人员
市内交通出行，从 3 月 25
日起，武汉恢复 117 条公
交线路运营，包括汉口、
武昌 、武汉三大火车站
始发的 42 条公交线路和
中心城区的 75 条区域公
交线路。投放的公交运
力为全网运力的 30%。
在武昌火车站综合
体站，周晶晶正在指导
乘客扫码上车。2008 年
就成为公交司机的她今
天有了新的工作岗位
——公交安全员。
“这是个新设立的
岗位。我们的职责是
监督每一位乘客上车
前首先要扫码，没有健
康码的乘客则需要出
示所在社区开具的健
康 证 明 才 可 以 乘 车 。”
周晶晶说。
超市员工邵学芬住
在武汉的三环外，3 月 10
日复工以来每天骑共享
单车上下班，路上来回
将近 3 个小时。
“ 今天有
公交车可以坐，省力多
了。希望能有更多的公
交线路恢复运营。”邵学
芬说。
“希望疫情早日过
去，武汉的生活恢复正
常！
”
周晶晶说。

数据

拉着“谢谢你们，为咸宁拼过命”的横幅，
高举着医护人员的大幅照片，前来送别的群众
排满了长达 10 余公里的主干道。
这是湖北省咸宁市近两个月中最热闹的
一天。3 月 22 日，咸宁倾城相送云南医疗队。
这座城市确诊病例
“零增长”
已经整整一个月。
“白衣战士”挥别之际，一座座城市，正从
“停摆”
中
“重启”
，久违的人间烟火气回归。
3 月 16 日，襄阳市汉江一桥附近一家面馆
前排起了长队。在家闷了近两个月，许多襄阳
人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
吃碗牛肉面。
面馆师傅将一把把面丢进笊篱，
伸进沸水中
搅动，
捞起来倒进大碗，
浇上滚烫的红油，
再舀上
一勺牛肉加牛杂，
撒上葱花。
“就是这个味！熟悉
的生活又回来了。
”
襄阳市民周祥感慨。
3 月 22 日，湖北省发布的疫情风险等级评
估显示，除武汉市城区仍为高风险外，湖北其
他 75 个市县均为低风险。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随着疫情风险降
低，商业、物流、社会服务等各项功能正在加快
修复和激活。
街上，车辆多了起来。咸宁、孝感、黄石等

离鄂省际公路
27 日全部开通

2 万余名医务人员
从湖北顺利撤回

根据统一安排，支援湖北医疗队已
通过各种交通方式陆续分批有序撤回。
截 至 24 日 24 时 ，已 有 194 支 医 疗 队、
21046 名医务人员从湖北撤回。其中，
已有 141 支医疗队、14649 人从武汉撤
回，目前仍有 139 支医疗队、16558 人坚
守在武汉救治一线。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局监
察专员焦雅辉 25 日在记者见面会上介
绍，自 3 月 17 日开始，各援助湖北医疗
队陆续撤离，每天撤离人员在 1000 至
3000 多人不等，主要是根据各医疗队完
成支援情况安排，也按照救治任务的轻
重缓急顺序进行。
焦雅辉介绍，伴随着病区集中合并，
还会有大量医务人员撤下来陆续返回。
“预计月底前，还会出现各支援医疗队返
回的一个高峰。
” 本版文图均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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