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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我们希望全球的目光都聚集在这座英雄的城市，来见证它的浴火重生。”11 月 20 日晚，武汉体育中心灯光如昼，2020《中国好声音》总决赛在这里唱响。歌声、呐喊声、掌
声……如同不息的江水，一浪高过一浪地奔涌而来。这座曾经见证了无数欢乐、活力的体育场，经历夏去冬来，再次迎来了它最熟悉的、音浪如潮、笑容绽放的夜晚。通过直播镜
头，乐观、坚毅、温暖的武汉也让所有人动容。

《中国好声音》总决赛在汉激情唱响

昨夜，
英雄武汉万众瞩目
长江日报记者梅冬妮 万旭明 李丽

通讯员陈梦圆 陈平

《中国好声音》总决赛现场，
声浪如潮气氛火热。

现场观众扫码入场。

长江日报记者许魏巍 摄

长江日报记者许魏巍 摄

致敬！“我们与武汉在一起”
这是《中国好声音》举办 9 年以来，
总决赛首次在上海、北京以外的城市
举行。夏天，大篷车从武汉出发，节目启程。初冬，总决赛回到武汉，节目
收官。这座英雄之城，成为巅峰之夜最浓墨重彩的图景。从回顾战疫瞬间
的短片，到千架无人机在空中拼出的“好声音唱响武汉，新未来致敬英雄”，
一切都在昭示着，
一个不忘过去、不惧未来、历久弥新的武汉正在点亮。
“世界为你醒来，
黄鹤飞回家园，
武汉明天你起来时，
看长江永恒荣耀……”
当镜头从体育中心的现场切到长江游轮上，
历届湖北籍
“好声音”
学员回到家
乡，
唱起公益歌曲《世界为你醒来》。疫情防控期间，
有的学员以医护身份战
斗在一线，
有的当志愿者支援战疫，
回忆当初，
他们说：
“这是我该做的。
”
看到这些年轻的面庞，远在网络另一端的网友们也情难自禁。网友
“拾光有你很幸运”说道：
“瞬间想到年初的疫情。武汉真的很伟大，感谢每
一位为此付出的人们。你们真的是我们所有人的英雄。
”
一曲终了，本季“好声音”学员手捧灯笼出现在武汉体育中心的舞台
上，共同唱响《灿烂的你》。他们在灯笼上写着：
“平安幸福”
“热干面加油，
爱你”
“与武汉在一起”，而在舞台下，76 位受邀来到现场的一线战疫人员同
样手捧着灯笼，写着同样的爱与加油。音乐声中，台上台下的灯笼闪烁，连
成一片。现场所有观众都放下了荧光棒、放下了手机，用掌声向英雄们、向
那些众志成城的时光致敬。

曾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
手持写满对城市祝福的灯笼。 东音文化供图

现场观众合影留念。

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时刻”

长江日报记者许魏巍 摄

澎湃！“终于来到英雄的城市”

“昨晚都没有睡好，依旧觉得不可思议，可以在现场看见我最爱的春春，直到现在心
情仍然十分激动。”武汉市第四医院呼吸内科护士陈平，曾奋斗在战疫一线。回想年初
的城市一片寂静，如今早已恢复车水马龙，陈平直言“像做梦一样”，
“几个月前，是浙江
援鄂医疗队的到来，为我们带来了希望和鼓励。今晚我和共同奋战的同事，在浙江卫视
播出的《中国好声音》现场感受欢乐，
我非常感动”。
19 日，浙江援鄂医疗队随队记者、浙江卫视记者周家齐、石磊重回武汉“走亲戚”，看
望曾与浙江援鄂医疗队并肩战斗的武汉市第四医院医护人员，还为她们带来 50 张 2020
《中国好声音》总决赛门票。陈平说道：
“这个特殊礼物让我非常激动，站在好声音的演
出现场让我想起‘抗疫战场’上的一幕幕，现在平安的武汉万家灯火、点点星光来之不
易，
我们每个人都要珍惜现在的时光。
”
武汉市第四医院副主任医师蔡元萍也来到演出现场，
她满怀激动之情地说：
“我们现在
能够看到《中国好声音》总决赛，
真的来之不易，
回首抗疫往事历历在目，
当我们在科室第一
次见到浙江医疗队的同仁们，
我当时非常激动，
眼含泪水。
”
蔡元萍目前仍坚守在发热门诊，
她说：
“发热门诊的哨点作用不能松懈，
我一定要站好这个岗，
不能辜负祖国和人民的希望。
”
疫情期间，在雷神山医院坚守了 55 天的武汉市消防支队江夏区雷神山专职小型站
站长付洁，也就座于演出当晚的逆行者方阵中。
“平常参与演唱会，我们都是在保卫大家
安全的工作岗位上，这是我第一次坐在嘉宾台上，心情轻松地欣赏演出，坐在这里我万
分荣幸，
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时刻。
”

随着《中国好声音》总决赛在汉举办，国内众多媒体人也
来到武汉。有人专程带来了“加油”字样的口罩，希望以此表
达心意。
“终于来到英雄的城市”，来自广州的媒体人小蔡一落地天
河机场，便发出如此感慨。在武汉好友众多的小蔡向长江日报
记者表示：
“武汉又恢复了往日的活力，
这里的美食依旧好吃，
市
民热情，
充满了烟火气，
令我很熟悉的那座城市回来了。
”
身为宜
昌人，
同样在广州工作的媒体人小龚，
回到湖北感触良多：
“作为
媒体评审，
参加了历届‘好声音’
的总决赛，
但像这次体现了这么
多城市元素的巅峰之夜还是头一次，
特别设置很多，
大开眼界。
”
从北京来汉的媒体人小王，早早就计划来汉的行程，
“坐一次轮
渡，
尝一顿地道美食”
是“必修课”。
“2020 年来英雄之城武汉‘打卡’，是一件早就写在人生清
单，并值得永久纪念的事情。”每年如期在“鸟巢”报到的昆明
媒体人娜娜激动地表示：
“ 这是我参加过的最特别的一季‘好
声音’，它早已超越了一场歌唱比赛的意义，看到身旁逆行者
方阵手举为城市祈福的灯笼与台上互动，接受全场致敬时，我
感觉心潮澎湃。”

多部门协同保障
“好声音” 我们要让世界感受到武汉复苏后的活力
为了《中国好声音》总决赛成功举办，公安、交管、卫计、城管、地铁、公交
等多方力量，确保了“好声音”总决赛如期顺利举行。
据武汉经开区疾控中心负责人介绍，武汉经开区成立了防控工作领导小
组，并制定了《中国好声音总决赛新冠防控保障工作方案》。为保障交通安
全，及时疏散车流，武汉经开区公安分局交通大队组织了 200 多名警力上路
疏导交通；武汉经开区城管局成立综合协调组、环境保障组、执法管控组、市
政设施组和应急保障组等五个工作小组，完成重点保障道路、重点保障点位
和接待酒店及周边区域的集中排查和整治工作。为了保证夜间观众正常疏
散，轨道交通 3 号线、6 号线增加运力投入，公交常规线路加密车距，并提供定
制公交送观众回家。

1000 瓶消毒凝胶。
据了解，当晚现场共设置有防疫保障点和留观隔离点共 10 个，每个点均
配置疾控人员、医生各 1 名，二级防护装备 10 套及消毒物资。两个医疗点用
于非发热类紧急医疗救助。一个心理救助点，配置有两名心理医生。
场馆内外配置有一辆发热人员转送救护车，两辆其他情况转送救护车，
两辆应急保障车，救护车内人员按照“一医一护一司机”配置。参与防疫的工
作人员及志愿者共 60 人，他们来自武汉经开区疾控中心、沌阳医院及街道卫
生院以及江汉大学。

每分钟检测 6000 人体温 随时提供备用口罩

“能在家门口举办《中国好声音》总决赛，我们居民由衷地感到开心和骄
傲。”20 日，武汉经开区沌口街道翡翠玖玺社区副书记张迪向长江日报记者表
示，9 个多月前，武汉体育中心旁边的体育馆被改造成方舱医院，如今，武汉
恢复活力和生机，武汉体育中心又成为迎接观众的欢乐场。
与武汉体育中心一路之隔的翡翠玖玺社区，有 1100 户 3000 多名居民。
张迪说，由于邻近武汉体育中心，社区居民见证了 2019 年 10 月 18 日第七届
世界军人运动会圣火点燃，也亲眼目睹今年 2 月 6 日武汉体育中心方舱医院
建成。如今，社区居民再次见证了在家门口举办《中国好声音》的总决赛，大
家非常开心和骄傲。
翡翠玖玺社区决定在社区中征集一批志愿者，在中国好声音总决赛期间
巡逻，为观众提供向导等志愿服务。
“在疫情期间，全国人民支援武汉，武汉挺

每分钟能完成 6000 人体温检测，12 台自动测温仪设置在进场区域最前沿，
相距约 30 步则是全围挡型留观隔离室。昨日，在多部门协同保障下，位于武汉
体育中心的 2020 中国好声音巅峰之夜现场井然有序，
未发现有观众体温异常等
情况。
11 月 20 日 17 时，长江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观众开始有序进入 2020 中
国好声音巅峰之夜现场。为防止入口处因人群集中扫码造成聚集拥堵，进场
区域的道路围挡上均张贴有防疫提示及扫码挂图，沿途志愿者佩戴健康码胸
牌供观众扫码。测温通道、防疫保障点、留观隔离室、医疗点及流动中的志愿
者均配有备用口罩，随时免费提供给有需要的人。场内设置有手消点，配置

社区居民自发组成志愿者服务队

了过来。如今在武汉举办《中国好声音》总决赛，我作为东道主，一定要热情
服务，让全国观众深切感受到武汉的复苏。”下沉党员杜欢介绍，一看到社区
征集志愿者的消息后，她第一时间就报名了。

全力疏导 武汉体育中心周边未出现大面积拥堵
20 日 19 时，武汉体育中心附近的东风大道太子湖路和体育路两个路口，
车流量明显增大。星期五晚高峰原本车流量就比平时大，加上《中国好声音》
巅峰之夜的总决赛叠加，整个交通流量比较大。
武汉经开区交通大队民警万信立介绍，从下午开始，武汉体育中心周边
的交通压力就逐渐加大，19 时车流量达到高峰，但在前期周密的交通管制预
案执行下，该区域整体交通有序。
交管部门提前协调武汉体育中心周边的商业体和企事业单位开放停车
场，统筹近 6000 个停车位供观众停车。
19时30分左右，
整个通行压力集中在体育中心的五号门和九号门，
因为大量采
用地铁出行的观众从这两个门进入。交管部门通过分散进场、
快速通过等方式，
减
少观众的滞留，
现场的整体交通状况比较有序，
没有发生大面积拥堵等情况。
据介绍，武汉经开区交通大队为了这场大型活动，出动了 260 多名警力，
民警和辅警全员上岗，从 13 时开始对部分路段提前管控，15 时 30 分正式进入
交通管控模式，直到 23 时解除管控。
（长江日报记者李冀 张智 魏娜 郭佳 通讯员俞华 张敏 孙亚云 曾
斯 产启斗 鲁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