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2012年， 海航集团与中非发展基金合
作，联合加纳当地股东，共同成立非洲世界
航空公司 （Africa World Airline，以下简称
“AWA公司”）， 为加纳及西非区域旅客提
供安全、便捷、高品质的航空运输服务。
【项目效益】

目前，AWA公司拥有8架ERJ145飞
机，执飞阿克拉-库马西、阿克拉-塔马累、
阿克拉-塔克拉底3条加纳国内航线和阿

克拉-拉各斯、阿克拉-阿布贾、阿克拉-蒙
罗维亚、阿克拉-弗里敦和拉各斯-蒙罗维
亚5条国际航线，还经营包机业务，不仅极
大便利了区域商旅需求， 还促进了加纳和
西非区域与中东、远东的经贸往来。

2018年，AWA公司全年执飞11634班
次，运送旅客46.74万人次，投入运营以来累
计运送旅客超过100万人次。 目前，AWA公
司在加纳国内航线的市场占有率超过80%，

是加纳国内民航服务的主要提供商。
【复制推广前景】

非洲多个国家在民用航空领域都有很大
的发展空间，对外来投资需求巨大。AWA公司
具备稳定的经营能力及在非洲市场运作航空
公司的成功经验，下一步可通过直接入股或管
理输出的形式， 参与其他国家航空公司的运
营，搭建泛非区域航空网，以进一步提升非洲
大陆内部的通达水平。 （黄婷婷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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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非洲
湘约非洲

湖南日报记者 黄利飞 通讯员 康勤耕

6月10日，端午小长假刚过，陈兆武又
将踏上“赴非”之路。一年回国两三次，每次
待半个月左右，这样的相聚模式，陈兆武和
家人已经走过了7年。

陈兆武是三一重工服务工程师， 自
2012年首次被派往南非， 至今在非洲已
经工作7年； 其驻点国家包括南非、 肯尼
亚、 埃塞俄比亚和阿尔及利亚等， 足迹遍
布南非、 东北非大部分地区。

“在非洲待了这么多年，皮肤颜色由浅
变深，感情也愈发深厚，还没有想过哪一天
会不去了。”陈兆武说，非洲的人和事，已经
成为他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

“人心都是相通的，真心相
处就会收获信任和友谊”

这一次去非洲， 陈兆武的目的地是阿
尔及利亚。

“与7年前第一次去非洲相比， 现在心
情已经很平静了， 就是稀松平常地去上班
嘛。” 陈兆武告诉记者， 2012年， 他被公
司派往南非驻点服务， 在飞机上的10多
个小时， 都在想接下来几个月会怎么过。

“有担心，甚至恐惧，遇到了歹徒怎么
办， 会不会染上疟疾……这些问题都在脑
海里‘过’了一遍。”陈兆武这些担心并非多
余，因为不少中国企业工作人员都遇到过。

陈兆武似乎比别人幸运一些， 来机
场接他的司机麦克， 南非本地人， 热情
豁达、 随和亲切。 “他非常细心， 告诉
我衣服最好穿长袖的， 裤子穿收口的，
帽子最好是带有防蚊网的。” 陈兆武的心
一下子就安定下来。

麦克是一名职业司机，同时也“充当”

向导、翻译。
刚去南非那段日子， 陈兆武一遇到问

题便找麦克咨询，麦克“知无不言，言无不
尽”。相处久了，就成朋友了，他们时常结伴
去旅游、 喝酒， 甚至坐一块儿就会“唠家
常”。

“人心都是相通的，真心相处就会收获
信任和友谊。 ”陈兆武说，在非洲7年，他对
当地人以礼相待、真诚相处，结交到了不少
非洲“哥们”。

28岁的梅莎称陈兆武是“贵人”，因为
陈兆武的推荐， 他得以成功跳槽到一家心
仪已久的中资公司。

“梅莎是吉布提一家建筑企业的泵车
设备操作手，业务水平过硬，他很想去薪资
更高、福利待遇更好的中资企业，正好这家
企业也需要这么一个人，我就推荐了一下，
双方一拍即合。 ”陈兆武说，这只是一个顺
水人情，互相帮忙是应该的。

“不管是非洲人还是中国人，
技术同行的特点相似度很高”

作为服务工程师， 陈兆武在非洲的工
作主要是对工程机械设备进行维护、 保养
和维修。

“维护保养按照既定的时间流程做就
是了，但是维修随机性大一点，设备哪里坏
了、怎么修，每一次都不尽相同。 ”陈兆武
说，三一重工虽然在非洲“部署”了大量服
务人员，但有时候“远水救不了近火”，不得
不依靠本地工程师。

2015年，陈兆武“蹲点”埃塞俄比亚一
个蔗糖工厂项目时， 一台起重机的发动机
出问题了， 受限于检修工具和零配件供应
等，三一重工现场一众服务工程师有些“束
手无策”。

这个时候，当地有名的技术“大拿”道
格拉斯来到现场，询问了相关情况后，即动
手检查问题所在。

“同行看门道， 他一来我就知道他是
专业的， 带的检修工具很齐全， 问的问题
都很专业， 句句切中要害。” 陈兆武说，
在维修过程中， 他与道格拉斯互相配合、
充分沟通， 用了两天时间， 终于让起重机
重新正常运转起来。

在与道格拉斯的聊天中， 陈兆武得知
道格拉斯长年辗转于埃塞俄比亚各大基础
设施大型项目现场，24小时电话畅通，随叫
随到，线上线下提供技术指导服务，直到设
备故障排除。

“不管是非洲人还是中国人，技术同行
的特点相似度很高，都专注、严谨，会想尽
一切办法去解决问题。 ”陈兆武说，那次合
作后，他跟道格拉斯经常“切磋”技艺，还会
互相介绍客户、共享资源。

从一个基层技术人员成长为三一重工
北非区域服务配件部长， 陈兆武这些年服
务了多个项目，包括肯尼亚蒙内铁路、埃塞
俄比亚第一条高速公路、亚吉铁路等。在众
多合作过的当地的工程机械从业人员中，
他对艾米拉印象深刻。

艾米拉热爱工程机械行业， 尤其热衷
于设备维修， 每次陈兆武去项目现场维修
设备时，他都紧跟其后，边看边学，有时候
还拿个本子记录。

现在， 艾米拉不仅是维修设备的好能
手， 还能娴熟地操作三一重工的各类型挖
机。

“非洲人对中国很好奇、很向往，希望
对中国了解得更多， 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在
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陈兆武说，很期
待中非两国能更多密切来往。

� � � �刚果民主共和国， 首都金沙萨， 简称刚果
（金），由于地处非洲中部，与9国为邻，有“非洲
心脏”之称。

刚果（金）幅员辽阔，面积234.54万平方公
里，在非洲仅次于阿尔及利亚，居第二位。

刚果（金）不仅“地大”，而且“物博”， 矿产
（铜、钴等）、森林、水资源储量均居世界前列。据
专家估计，刚果（金）钽铌矿资源3000万吨，占
世界总量的80%。 钻石储量约2.06亿克拉。

刚果（金）引以为傲的还有其森林资源，境
内森林面积约123万平方公里， 占世界热带森
林面积的6.5%， 位于刚果盆地的刚果雨林，是
除巴西亚马逊原始森林外世界第二大原始森
林。

经济发展
水资源丰富的刚果（金），较非洲其他国家

更适宜进行农业生产。据统计，刚果（金）潜在的
可耕地达1.2亿公顷，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巴
西。

刚果（金）的主要粮食作物有玉米、稻米、木

薯、豆类等，主要经济作物有咖啡、棕榈、棉花、
可可、橡胶、烟草等。

刚果（金）也出现了一些现代化农场，采用
先进生产方式，大规模饲养牲畜、种植粮食。

矿业是刚果（金）经济的重要支柱。近年来，
全国的矿业生产出现恢复性增长，刚果（金）国
家矿业公司是刚果（金） 国有大型矿业企业。

与中国经贸合作交流
近年来，中国与刚果（金）的双边贸易总体

呈增长势头。 2018年，我国与刚果（金）双边贸
易额74.36亿美元，同比增长75.59%。 中国对刚
果（金）出口商品主要类别包括机电产品、高新
技术产品、纺织品、钢材、汽车和鞋类产品等，进
口商品类别包括未锻轧铜材、原木、铜矿砂及其
精矿和天然乳胶等。

2018年，我国企业对刚果（金）直接投资额
为1.14亿美元，在刚果（金）新签工程承包合同
额57.25亿美元。

（黄婷婷 整理）

� � � � 几内亚共和国位于非洲西部， 西临大西
洋， 以丰富的资源闻名世界， 有“地质奇迹”
之称。

境内已探明铝钒土储量占全球的30%， 居
世界第一位； 铁矿、 黄金和钻石等储量也比较
大， 品质很高， 沿海大陆架已发现石油。

几内亚河流众多， 淡水资源丰富， 有“西
非水塔” 之称， 水电蕴藏量达600万千瓦。

首都科纳克里是几内亚第一大城市， 交
通便利， 有国际航空港和海港与世界各国相
通， 有国家级公路与各大区相连。 科纳克里在
几内亚经济生活中具有特殊地位， 其生产总
值占比超过全国的90%， 全国95%以上的进出
口贸易在该市成交。

经济发展
几内亚的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80%， 95%

的耕地是以家庭为单位采用传统方式耕种。
粮食作物主要有大米、 木薯、 水稻、 玉米、
花生、 甜薯、 马铃薯、 青椒等。

畜牧业是几内亚重要的传统产业之一，
中几内亚地区是最主要的牧区。

320公里长的海岸线， 5.6万平方公里大陆
架面积， 居西非各国之首， 给几内亚带来丰富
的渔业资源， 渔业已成为几内亚的重要产业之
一。

矿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 是几内亚财政和
外汇收入的最主要来源。 几内亚的矿产资源品
种多、 储量大、 分布广、 开采价值高、 开发潜
力大。

与中国经贸合作交流
近年来， 中几贸易获得长足发展， 按进口

总量计算， 中国已成为几内亚第二大进口来源
国。 2018年， 中几双边贸易额达35.51亿美元，
同比增长28.8%； 我国企业在几新签工程承包
合同额16.2亿美元， 同比增长13.2%。

新签大型工程承包项目包括蚌埠市国际经
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承建几内亚大学城修复和
新建项目、 威海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承
建几内亚科纳克里供水项目、 中国水利电力对
外有限公司承建几内亚林桑至弗米段225KV输
电线路项目等。

（黄婷婷 整理）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一个战士，要么战死沙场，要么回到
故乡。 ”6月6日，因病辞世的抗战女兵易安
珍，如愿实现江葬，魂归故乡上海。

1929年7月，易安珍出生于上海。其父做
美国道奇汽车配件生意，她的童年在上海度
过。

淞沪会战爆发后， 易安珍随父母逃
难，15岁参军， 在滇缅运输线后方基地值
守；后随丈夫陈伯芮转入中华救济总署汽
车运输二处，向国内运输物资。

1949年，陈伯芮夫妇随部队起义。 陈
伯芮进入四川交通部门工作。 1958年，易
安珍考入南充市汽车运输公司，后来成长

为总调度。
1969年3月，易安珍的长子陈楚旺、次子

陈楚基下放到湖南益阳县。 1976年，易安珍
从四川调入益阳市农机公司工作，一直干到
退休。

2008年，易安珍三子陈楚煌的女儿陈
燕，进入岳阳电视台工作；次年，陈楚煌夫
妇就带着母亲到岳阳安了家。 老人说：“岳
阳离上海更近了。 ”

辞世前，老人留下遗言：去世后，不搭
灵堂，不开追悼会，不致悼词；最多在家待
一晚。 火化后拌几片花瓣，撒入洞庭湖，让
自己从城陵矶入长江，回到上海故乡。

6月5日18时10分，易安珍辞世。 陈楚
煌联系上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负责人张

小章，请求帮助他们实现老人的遗愿。协会
立即安排巡逻队执行任务。

6月6日9时，陈楚基、陈楚煌夫妇及女
儿、外孙举行了简短的遗体告别仪式，然后
将老人遗体火化。

当天15时30分，张小章率江豚保护协
会巡逻队员江科明、徐沐辉、徐立君、付锦
维，驾协会“碧桂园号”快艇出征，护送老人
骨灰从洞庭湖进入长江城陵矶三江口。

到达三江口后，陈楚基、陈楚煌将骨灰
缓缓捧出。陈楚基深情地说：“妈妈，今天您
的夙愿实现了。这里是长江三江口，是回家
最方便的地方。 您一路走好！ ”兄弟俩含泪
将骨灰放入江中。老人的儿媳、孙女和重孙
将花瓣缓缓撒入长江。

抗战女兵，魂归故乡。岳阳作家湛鹤霞
赞道：“上善若水，英雄寿终正寝，与水终年
相伴，这是最好的归宿！ ”

刚果（金）:“非洲心脏”

� � � �吉布提共和国的国土面积虽不大，却位于
印度洋和红海的连接处，与非、亚、欧三大洲交
流和对接十分便利。

首都吉布提市是全国最大的城市，位于非
洲东北部的亚丁湾西岸，面对红海南大门———
曼德海峡。 吉布提港是东非最大的海港之一，
凡是北上苏伊士运河驶往欧洲或由红海南下
印度洋绕道好望角的船只，都要停靠吉布提港
上水加油，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被西方称为“石
油通道上的哨兵”。

吉布提7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地区，
除吉布提市外，其余主要集中在第二大城市塔
朱拉和第三大城市奥博克。

经济发展
吉布提的自然资源贫乏，工农业基础均比

较薄弱，95%以上的农产品和工业品依靠进口。
以港口物流交通运输业为主的服务业，是

吉布提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随着吉布提在东非地区战略地位的日渐

凸显，到吉布提商务洽谈人数渐增，吉布提酒店
服务业具有一定发展潜力。

2018年初，吉布提4G网络正式开通，标志
着吉布提的无线通信进入了新时代。 吉布提
同时还是东非地区海底光缆的主要出入海通
道，目前有7条海缆通过吉布提入海，另外还
有一条在建设中，一条在规划中。 未来吉布提
可能成为该地区的信息枢纽中心。

与中国经贸合作交流
2018年，我国与吉布提双边贸易额18.64亿

美元， 对吉全行业直接投资额6503万美元，在
吉新签工程承包合同额8.2亿美元。

目前， 中资企业在吉实施的重点投融资合
作项目有： 非洲第一条电气化铁路———亚吉铁
路吉布提段项目、延绵358.5公里的吉埃跨境引
水项目、多哈雷多功能码头建设项目、阿萨尔盐
湖码头建设项目、 吉埃石油天然气跨境输送液
化项目等。

（黄婷婷 整理）

吉布提:“石油通道上的哨兵”

几内亚:“地质奇迹”

� � � �三一重工服务工程师陈兆武驻非7年，其驻点国家包括南非、肯尼亚、埃
塞俄比亚和阿尔及利亚等，足迹遍布南非、东北非大部分地区———

皮肤黑了，感情深了

经典案例 加纳AWA航空建设案例：
中国与加纳的“空中合作”

抗战女兵，魂归故乡

【案例简介】

� � � � 中 国 援
建的金沙萨
烈士体育场。

通讯员 摄

要闻

荨荨（上接1版②）
近年来，石鼓区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作为

乡村振兴先导工程，以“共建美丽家园、共享品
质生活”为主题，积极开展农村“一拆二改三种
四清洁”，即通过拆除空心房，改造厕所、污水
排放，清理生活垃圾、沟渠塘坝、畜禽粪污和农
业废弃物等，不断净化、绿化、美化、亮化农村
环境，助力农村告别“脏乱差”，迎来“清净美”。

该区建立区级领导率队包村、镇街干部包片、
村干部包组、组长党员包户的“四位一体”工作机

制，要求联点干部进村入户“向民问策”，从根源解
决村庄环境脏乱差问题。同时,广泛开展文明评比
活动，发动村民从自己动手能干、易实施、易见效的
村庄环境卫生问题入手，积极参与到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中来，营造出“村村推进、户户行动、人人参与”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良好氛围。

截至目前， 该区累计拆除农村空心房4万多
平方米，清除垃圾5100多吨，关停或搬离养殖场
40余家。农村环境不断美化，角山、三星、利民、松
木等4个村先后获评全省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

荨荨 （紧接1版①）端午小长假恰逢“文化和自
然遗产日”， 永顺县芙蓉镇-红石林度假区掀起

“最炫民族风”，土家族哭嫁歌、摆手舞、茅古斯舞
等1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芙蓉镇精彩上演，
吸引了大批游客在景区观光、休闲、体验。

自驾游成为主流，乡村游持续火爆。郴州东江
湖景区、株洲方特欢乐世界、中国陶瓷谷等地迎来
了大批来自广东、江西及省内主要城市的自驾游游

客；怀化洪江市清江湖、鹤城区凉山十里溪谷等10
条徒步旅游线路引领新潮流，成为怀化周边自驾游
的新热点。经济实惠、内容丰富的城郊乡村旅游备
受广大游客喜爱。 安仁县稻田公园日均接待游客
1.1万人次；岳阳阳雀湖辣椒基地、六塘乡绿原山庄、
鹤龙湖农庄等乡村旅游点游客络绎不绝；长沙市各
大农庄推出的传统民俗文化、乡村特色饮食体验活
动，让游客们乐在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