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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余蓉 贺威

5 月 11 日清晨，初升的太阳照亮
长沙，湖南12名白衣天使踏上远征非
洲的路程。

应津巴布韦共和国邀请，5 月 11
日上午8∶30，中国（湖南）赴津巴布韦
抗疫医疗专家组从长沙黄花机场启程
赴津，开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出征前，在机场举行了简短隆重的出
征仪式，省委副书记乌兰、副省长吴桂
英等省领导为专家们壮行并授旗。

壮行现场，五星红旗格外鲜艳，电
子屏幕上红底白字“湘助非洲 携手抗
疫”标语，异常醒目。专家们身着枣红
色队服一字排开，神采奕奕，“中国赴津
巴布韦抗疫医疗专家组队旗”上印有中
国国旗和津巴布韦国旗，振奋人心。

专家组可谓阵容强大，实力全面。
由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党组成员
祝益民担任领队，省新冠肺炎省级医疗
救治高级专家组组长、中南大学湘雅医
院呼吸与危重症科教授胡成平任组长，
成员包括呼吸科、传染科、重症医学科、
传统医药、感染控制、公共卫生、实验室
检测、护理等领域专家。

“我们将不辱使命，以最高的思想
境界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以最严谨的
科学态度把中国抗疫经验和湖南救治
特色带到津巴布韦，完成这次外交任

务、政治任务、救援任务、医学任务。”
祝益民代表专家组全体成员作表态发
言，深感责任重大。

临行前，专家组接受了2个星期的
集中培训，信心满满。“津巴布韦官方语
言是英语，我们编写了一些标准化的英
语版教案，这次专家组成员也都具有英
语交流能力。”胡成平介绍，未来2周将
在我驻津使馆领导下，与津方交流分享
中国抗疫经验，提供防控和诊疗指导培
训。此外，专家组还将为我驻津使馆、中
资企业人员和华人华侨提供防控咨询指
导、防护物品和中医中药服务。

“我们肩负着打赢全球抗疫这一
场战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使命，
担负着彰显大国担当、弘扬中非友谊
的职责。我一定发挥专业特长，坚决
完成任务。”对于新冠肺炎流行病学调
查、特定场所消毒等工作，湖南省疾控
中心主任医师邓志红颇有心得，她从
事传染病预防控制26年，这次与同事
孙倩莱一起出征赴津。

专家组成员大多数具有疫情防控
第一线实战经验。中南大学湘雅三医
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彭玥副教授是湖
南省新冠肺炎省级医疗救治专家组成
员；湖南省人民医院急诊ICU护士长徐
芙蓉曾在湖北黄冈战斗了42天；中南大
学湘雅医院感染控制中心副主任李春
辉副教授，主要从事医院感染预防与控

制；湘雅二医院王文龙副教授潜心于疑
难感染及发热查因的诊断及治疗；湘雅
三医院检验科副主任章迪副教授主要
从事感染性疾病和出凝血疾病的实验
室诊断；湖南省儿童医院副主任护师张
玉积累了丰富的护理经验。

“我希望将博大精深的祖国医学
传播到非洲，让中医中药服务世界人
民。”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
吸内科主治医生孙爽是专家组中唯一
的中医队员，曾在武汉奋战近一个
月。远赴万里执行国际抗疫任务，孙
爽随身带了中药香薰包、穴位敷贴片、
艾条等中药特色产品，小小的行李箱
里还塞进了一个穴位人体模型，方便
指导当地民众进行取穴认穴。

在中国疫情防控形势最艰难的时
刻，津巴布韦等非洲国家向中国提供
了不少宝贵支持。这次，专家组还随
机携带了包括呼吸机、新冠病毒核酸
检测试剂盒、口罩和医用一次性防护
服等医疗防护物资，帮助津巴布韦抗
击疫情。记者在现场看到，装有捐赠
物资的部分纸箱上印有“兄弟无远，携
手同行”等中英文标语，体现了中津两
国人民携手抗疫、共克时艰的信心。

在亲友同事的握手、拥抱和真挚
祝福中，专家们挥手告别登上飞机。
期盼专家组不负重托、团结协作，圆满
完成抗疫任务，早日载誉凯旋。

5月11日 星期一 晴
今天，带着祖国的殷殷重托，带着

省委、省政府的高度信任，带着单位领
导、同事、亲人的无限关爱，我们出发了！

这次援非抗疫，主要是指导津巴
布韦更好地开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培训将是重要的工作内容。集
训期间，我们专家组根据各自专业特
长进行分工，然后分头准备课件。因
为援非任务来得突然，大家手上都有
很多本职工作要做，只能利用晚上和
周末加班加点，常常凌晨一二点钟大
家还在商讨培训的具体内容。大家
争分夺秒，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了课
件的制作，之后又集中在一起，梳理、
完善，确保培训内容全面、准确。

同时，我们一方面全面收集中国、
WHO制定的一系列文件和技术方案，

一方面积极了解津巴布韦的基本国
情、新冠肺炎疫情等相关情况及防控
策略。出发前的这些日子里，我查阅
了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中心以
及北京市、上海市、广东省卫生健康委
及疾控中心的官网，下载相关防控方
案和技术指引200余个，而同事孙倩莱
则负责收集WHO的相关技术指南。
通过与湖南援津巴布韦医疗队专家们
多次的微信交流，我们逐步了解津巴
布韦的国情现状，对到津巴布韦后如
何开展工作渐渐有了清晰的思路。

我明白，这次出征使命光荣、任
务艰巨，我将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中国（湖南）赴津巴布韦抗疫医
疗专家组成员、湖南省疾控中心
邓志红

（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整理）

5月10日 星期日 晴
我忙着收拾行李，老公在一边不

停地念叨：“你自己一定要注意安全
啊，把那个驱蚊片带上。要不，还是带
个蚊帐吧，那边蚊虫多。你睡眠不好，
安眠药带了吗，还带了什么药……”

女儿围在行李箱边上转来转去，
说要帮我整理箱子。她时不时拿出
一件衣服说：“妈妈，我想变成你衣服
上的一粒纽扣，你去哪我也去哪。”接
着又拿出我的洗漱包：“还是变成你
的牙刷吧，早晚都能给你刷牙。”然后
又去拨弄我的电脑：“变成你电脑上
的键盘也行，你肯定每天都得敲敲打
打。”她把我的小国旗标签贴在脸上，
把印有我名字的标签贴在自己的背
上，然后在屋里来回奔跑……

行李清了一遍又一遍，唯恐多了
变成负担，又唯恐少了到时解不了燃

眉之急。因为经历过“黄冈战役”，我
们成了人们口中的英雄，其实我只是
一名普通的医护工作者，在这个该奋
斗的年纪，在祖国需要的地方，做了
这个职业该做的事情。再次披上战
袍，奔赴世界的另一个战场，只有将
心里的所有情愫都融化成动力，激励
着自己前进。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理念，我想全世界的人民
同呼吸共命运，只有全球抗疫战争取
得全面胜利才是真正的胜利，这一次
我也必将不辱使命，圆满完成任务，
平安凯旋！

中国（湖南）赴津巴布韦抗疫医
疗专家组成员、湖南省人民医院急诊
ICU护士长 徐芙蓉

（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周瑾容 整理）

老婆：
见信安好！
你从黄冈抗疫42天回来才一个多

月，又被委派到津巴布韦支援抗击新冠肺
炎，这些天我思绪颇多，回忆起很多我们
经历的点点滴滴。自结婚以来我很少写
信给你，今决定提笔，和你说说心里话。

这些年来，在工作上，你是单位的优
秀员工，兢兢业业，勇于担当，从不计较个
人得失。在老公面前，你是位贤妻，操劳
家里的大小事宜。在8岁的女儿面前，你
是良母，对女儿的关怀和教育无微不至。
我一直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每每想起，
我都很愧疚。我有很多缺点，很多不足之
处，对你和女儿的关心与照顾很少，也不
善于表达，望你海涵！

今天清晨，你再次披上战袍，出征
异国他乡，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全家
都以你为榜样，为你感到骄傲自豪！但
津巴布韦地处遥远的非洲，地理、气候、
风俗迥异，防疫条件可能也不如国内，
这让全家人有些不安。但我相信你瘦
小的身躯能扛起大任，因为一直以来你
做任何事都能锲而不舍，持之以恒。同
时有伟大的祖国做坚强的后盾，有华夏
儿女众志成城的信念，坚信你们一定能
不辱使命，圆满完成任务。

老婆，你放心，家里的一切我都会安
排妥当，女儿我也会照顾好生活，辅导好
学习。你在那边安心工作，放松心情，少
吃点安眠药，照顾好自己。待你平安归来
时，我和女儿来机场接你回家。

祝此行一切安好！期待早日凯旋！
爱您的老公

2020年5月11日

（作者为中国(湖南)赴津巴布韦抗
疫医疗专家组队员、湖南省人民医院急
诊 ICU 护士长徐芙蓉的丈夫曹敏志
湖南日报记者 易禹琳 整理）

湖南日报5月11日讯（记者 张颐
佳 邢骁）今天，长沙市举行纪念第109
个国际护士节大会，省委常委、长沙市
委书记胡衡华出席并讲话。

长沙共有注册护士6万余人，每千
人拥有护士 7.2 名，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时，长沙广
大护士白衣执甲、逆行出征，战斗在救

治现场、发热门诊、机场车站等一线，共
接待发热门诊 4.6 万人次，开展核酸检
测29.3万次，免费提供中药饮片111万
份，为800多万长沙人民筑起了一道道
生命防护墙。长沙作为离武汉最近的
省会城市，共选派了41名医务人员驰援
湖北，其中护士27名。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

康。”胡衡华向广大护理工作者表达节
日的祝愿，他指出，白衣天使是战“疫”
英雄，生动阐释了新时代的医者风范和
南丁格尔精神。长沙将从战胜疫情、全
民健康和发展大局的高度出发，加快提
升医疗事业水平，以空前力度推进医疗
卫生事业和医护队伍发展，各级各部门
要营造最优医务工作环境，在深化“健
康长沙”建设中夯实高质量发展的民生
根基。

会议通报表彰了彭立明等20名最
佳护理工作者、燕曦等100名特殊贡献
护理工作者、杨爱平等180名优秀护理
工作者。

湖南日报5月11日讯（记者 邓晶
琎）5月10日，云上2020年中国品牌日活
动启动。这是我国首次以全程在线形式
举办中国品牌日活动。省委常委、常务副
省长谢建辉出席湖南分会场活动。

经国务院批准，自2017年起，每年
5月10日为中国品牌日，旨在展示我国
品牌发展成就，扩大品牌知名度和影响
力。

今年的云上2020年中国品牌日活
动，首次增加了网络直播推介、带货活
动、知识问答和专题推介。活动主题
为：中国品牌，世界共享；全面小康，品
质生活；全球战“疫”，品牌力量。

今天，云上 2020 年中国自主品牌
博览会“锦绣潇湘”湖南馆开馆，分为秀
丽山川、湘食以酒、锦织小康、惟楚有
材、湘机而动、自信新湘、幸福湘韵七大

展区。三一集团、远大科技、省湘绣研
究所、盐津铺子、玉和酿造、十八洞山泉
水等企业在线参展。

我省还推出两场特色直播带货活
动。第一场为5月10日20时至24时，
由湖南籍主持人在淘宝直播间为湖南
湘绣、九芝堂、白沙溪、山猫卡通、九如
斋、龙牌酱油、玉和酿造、青松蛋业等湖
南品牌直播带货。第二场为 5 月 11 日
17时30分至18时，由精准扶贫首倡地
十八洞村的第一代返乡创业大学生在
抖音直播间对湘西腊肉等土特产进行
专场直播。

“湘军”荷重任 万里赴“戎”机
——中国（湖南）赴津巴布韦抗疫医疗专家组出征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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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非抗疫日记

老婆，你放心去
津巴布韦抗疫吧

带着祖国的殷殷重托，
我们出发了

“妈妈，我想变成你衣服上的
一粒纽扣”

三湘时评

践行南丁格尔精神
深化“健康长沙”建设

长沙举行纪念第109个国际护士节大会

云上2020年中国品牌日活动启动
谢建辉出席湖南分会场活动

上图：5月11日，龙山县茅坪
乡阿香农机服务农民专业合作
社，技术人员在查看水稻秧苗生
长情况。该县是以水稻生产为主
的农业县。近年，在水稻生产中
采用工厂化标准化育秧，提高秧
苗的成活率和优质率，助力大面
积水稻种植。 曾祥辉 摄

标准化育秧

邹晨莹

才战黄冈，又援非洲。中国（湖南）
赴津巴布韦抗疫医疗专家组成员、湖南
省人民医院急诊 ICU 护士长徐芙蓉再
披战袍、奔赴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耳
畔总回响着女儿的那句“我想变成你衣
服上的一粒纽扣，你去哪我也去哪”。5
月 11 日，包括徐芙蓉在内的 12 名富有
新冠肺炎防控与救治实战经验的医护
人员，直飞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为打
赢抗疫全球阻击战贡献湖南力量。

尽己所能，予人所需。湖南自1985
年开始派出首批援津巴布韦医疗队，过
去30多年已选派17批医务工作者赴津
为当地人民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湖南

工程机械设备、电计量设备为津巴布韦
城市化和农业机械化提供强力支撑；首
届中非经贸博览会上，来自津巴布韦的
石雕备受湖南人民的追捧……广袤的
非洲大陆，留下了一串串湖南人播撒友
谊的脚印。如今，来自毛泽东主席家乡
的白衣战士与津巴布韦人民携手，把种
子培育成馥郁芬芳的友谊之花。

湘非同好，坚于金石。这次湖南积极
响应中央号召，迅速集结阵容强大、实力
全面的精锐力量。从白衣战士冲锋在前
的身影里，人们感佩于“越是艰险越向前”
的英勇无畏；从装有捐赠物资的部分纸箱
上“兄弟无远，携手同行”等中英文标语
中，人们体会到“命运与共、天下一家”的
深情与厚意；从分享中西医结合、医防结

合、精准救治的医疗救护机制，以及中国
抗疫经验和湖南救治特色的倾囊相授中，
人们看到了“吃得苦、霸得蛮、扎硬寨、打
硬仗”的湖湘特质……

“疫情下的朋友才是真朋友”。青
山一道，风雨同担，中国与非洲是患难
与共的好兄弟和好朋友。我们难以忘
记，在中国抗疫最艰难的时刻，兄弟般
的非洲国家向我们提供了宝贵支持。
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当此非洲疫情形
势严峻之际，从分享防控方案到交流诊
疗经验，从派遣抗疫医疗专家组到提供
医疗物资援助，中国用最务实的态度支
援非洲抗疫，是投桃报李、扶危济困的
情义所在，更是一个历史积淀深厚的伟
大民族立己达人、天下为公的胸怀所
在。同呼吸、共命运，在国际社会携手
抗疫的关键时刻，中国担当起同舟共
济、守望相助的大国责任。

湘非同好，坚于金石

5 月 11 日，
长沙黄花国际机
场，12名中国（湖
南）赴津巴布韦
抗疫医疗专家组
成员出发，携带
由湖南省人民政
府捐赠的医疗防
护物资，前往津
巴布韦协助开展
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

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唐俊

摄影报道

5月11日，澧县小渡口泵
站建设现场，施工人员在吊装
闸门。小渡口泵站是我省目前
装机功率最大的泵站，建成后，
可解决785平方公里区域的洪
涝问题，惠及群众约80万人。

柏依朴 摄

战汛期 抢工期

湖南日报5月11日讯（记者 曹娴
通讯员 胡清）今天，在中国铁建重工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长沙第二产业园，一批
载有凿岩台车、湿喷台车的平板货车相
继发车。这批设备包含4台凿岩台车、4
台湿喷台车，是湖南造地下工程装备首
次批量出口到中东市场。

今年以来，铁建重工克服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按期保障出口设备交付，此

次8台设备在短时间内完成生产、调试
及各项检验，将通过海运发往阿联酋迪
拜，参与阿联酋伊提哈德联邦铁路二期
工程建设。

铁建重工特种装备研究设计院
副院长张海涛介绍，阿联酋铁路项目
设计、施工均采用欧洲标准，该区域
市场钻爆法隧道施工装备长期被欧
洲企业垄断。阿联酋属热带沙漠气

候，又紧依波斯湾，夏季空气温度高
达 60 摄氏度，湿度可达 90%，而且风
沙大。针对阿联酋高温、高湿气候环
境和特殊工况，铁建重工的研制团队
在发动机、空压机、电机等元器件选
型上，增加了器件的散热效能，并利
用工厂内资源，模拟中东地区施工环
境进行高温试验，确保出口设备各部
件准确安全运作。

据悉，伊提哈德联邦铁路二期工
程，由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参与
总包建设，是阿联酋国家铁路网重要组
成部分，该工程的建设运行对中东国家
铁路运力提升有着重要作用。

湖南造地下工程装备
首次批量出口中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