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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8日，海南某军港，天空碧蓝，海水澄
澈，春风轻柔。

在阔别祖国230天后，由导弹驱逐舰海口
舰、 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综合补给舰青海湖
舰组成的中国海军171编队，圆满完成护航出
访任务，累计航行124962海里载誉凯旋。

南部战区海军政委刘明利中将赶到码
头，欢迎将士们平安归来。

好几个湘籍子弟兵受表彰

18日8时40分， 欢迎仪式现场人头攒动，
旗帜飞扬。40分钟后， 参加欢迎仪式的官兵、
军属代表、岳阳等市的政府代表、军乐队列队
完毕。

9时50分，刘明利政委到达会场，军乐队
奏响《欢迎进行曲》。

编队指挥员黄凤志与政委何如胜出列报
告：“政委同志， 海军171编队圆满完成亚丁
湾、索马里护航及非洲3国访问任务，安全返
航，请指示！”

刘明利政委向官兵们致以亲切问候：“欢
迎同志们凯旋，你们辛苦了！”

在雄壮的国歌与军歌声中， 母亲斜着身
子，向儿子归来的方向张望；女友手捧鲜花，
脸上漾起笑容；妻子怀抱幼子，目光不时越过
人群；小孩子则蹦蹦跳跳地嚷着“爸爸”……

白云涌动， 军旗飘扬。 护航将士军容严
整，在甲板上列队，向祖国母亲敬礼！

将士们在码头与舰艇间搭上跳板。 亲属
们疾步登上岳阳舰，舰长芦伟、政委张先杰伸
出双手迎接亲人。

从甲板到舷窗， 从宿舍到厨房……官兵
们带领亲属参观。亲属们一步一停地端详着、
抚摸着那些舷窗栏杆。

记者登舰， 看到战士们个个身体强健、身
材笔挺，便问好身材是怎么来的。“练！”舰长芦
伟答曰，“军人不仅要体质好， 还要身材好。上
级部门会定期对官兵进行检测，身材不达标就
会被淘汰。过硬的身体素质也让我们在护航和

出访中更出色地完成任务！”他告诉记者，好几
个湘籍子弟兵都在护航期间受到表彰。

来自湖南益阳市的符晨曦、 湖南洞口县
的杨健，均被评为“装备之星”。针对海上长期
高温、高湿、高盐环境和装备特别容易积盐、
生锈的情况，他们科学做好维护工作。符晨曦
精心维护飞机助降系统， 先后安全保障直升
机起降百余架次。 而杨健负责的装备即使在
船只遇到大风浪时，也没出过任何故障……

历时7个多月，护航54艘中外船舶

挥手自兹去， 萧萧班马鸣。2017年8月1
日，编队离港远征。芦伟称，此行历时7个多
月，圆满完成54艘中外船舶护航任务，解救船
舶5艘，驱离13批42艘疑似海盗小艇，确保了
被护船舶和编队自身安全， 并首次完成在西
非几内亚湾机动巡航。

“出海的日子，难熬呀！”一位老兵说。军
舰是全封闭结构，纵使海况恶劣，大家也只能
憋在船舱里。 且不说设备辐射，单
论机器昼夜轰鸣， 就够让人
心烦。这也使许多战士出
现耳鸣、 失眠和生理
紊乱等症状。

因为海上补
给困难， 所以船
上肉类全是冻
品， 新鲜果蔬
难以长期储
存。 对于纯
净水，官兵
严 格 按 配
额使用 。在
饮用所需之
外， 大家只能
使用净化后的
海水。 一位老兵
说：“海水腥味重，
黏糊糊。”

尽管条件艰苦，
但始终没有一个战士退
缩。湘潭籍干部赵强放下临

盆的妻子，毅然出征。因护航期间工作成绩突
出，荣立三等功。等到凯旋时，发现自己的“护
航宝宝”已会咿呀学语了。

“护航尖兵”刘卓来自岳阳，是后勤保管
员，负责保存和管理几十吨主副食。为了防止
冻品、蔬菜变质，他每天都要在低温环境中干
4个多小时。

一寸丹心图报国，两行清泪为思亲。八月
十五， 官兵们为了祖国利益而不得不与亲人
远隔重洋；大年三十，他们只能举着中国结遥
祝亲人新春快乐。

护航行动也是国际志愿行动。2017年9月
28日上午，岳阳舰行驶在大海上，突然收到求
助信号， 附近一艘卢森堡籍商船在航行过程
中受到疑似海盗小艇的骚扰。 岳阳舰迅即转
入一级反海盗部署，对商船周围的5艘疑似海
盗小艇进行驱逐和取证， 及时保卫了求救船
员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10月12日，编队派出6名特战队员对我国
船只“振华8”进行随船护卫。特战队

员历时60个小时， 行进640
多海里， 将船员和货

物安全护送到目
的地。 他们还

向船员讲授
了 反 海 盗

知识，并进行多次反海盗演练。
护航工作苦不苦？ 苦！ 人民子弟兵怕不

怕？不怕！来自安徽巢湖的辅机班长陈庆兼任
小艇驾驶员。任务期间，他驾艇出动30余次，
圆满完成了转运人员、海上补给、查证驱离等
任务。别人问他“为啥不害怕”，他回道:“我要
给儿子做样子。”2017年11月， 其妻生下一个
胖小子。 因工作成绩突出， 陈庆被编队评为
“护航尖兵”，记三等功。

官兵们的无私奉献使来往的船舶船员深
受感动。“海洋石油721”船员为了表示对岳阳
舰的谢意，在甲板列队打出“海外护航千里行,
军民情深一家亲”的横幅……

� “美国海军用‘绝无仅有’来
形容它”

遵照中央军委命令，编队还承担了出访阿
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摩洛哥等北非3国的任务。

2018年1月7日， 编队抵达阿尔及利亚首
都。 编队指挥员拜会了阿中部海区司令萨马
赫准将，参观了阿尔及利亚海军学院。

1月16日至20日，编队访问突尼斯并举办
舰艇开放日活动，突尼斯军方代表、华人华侨
先后登舰参观。中突双方还进行了军事交流，
开展了足球友谊赛等活动， 增进了两国海军
的互信和友谊。

1月24日，编队抵达摩洛哥卡萨布兰卡港，
进行了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 编队指挥员拜会
了摩洛哥海军副总监、卡萨警备区司令等。

尽管行程远、任务重，但是编队的船只却
极少出现故障。 这要归功于善于维护设备和
排查故障的官兵，这其中有多个湘籍子弟兵。

机电长周瑞是湖南桑植人。他深知，远在
大洋上执行任务， 一旦机器出了故障可谓叫
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于是他刻苦学习机械
维修知识，提前做好预防性检修，坚持抓好装
备监测，及时消除故障隐患。他数次在无厂家
技术人员的情况下， 组织修复多起影响较大
的故障，保障了全舰动力、电力系统的稳定运
行，因而荣立三等功。

自入列以来， 岳阳舰平均每年出海超过
200天， 曾参加过环太平洋多国联合军事演

习、中马联合实兵演习、南海黄岩岛巡逻等相
关任务。“演练中的联合护航、联合搜救、联合
解救被劫持船只、实际使用武器、人道主义救
援减灾行动等演练科目， 我们都圆满完成。”
岳阳舰政委张先杰说，“虽然岳阳舰入列时间
不长，但近年来的所有敏感海区和敏感时刻，
我们都在现场执行任务。”

提起岳阳舰， 舰长芦伟无比自豪：“美国
海军用‘绝无仅有’来形容它！入列以来，岳阳
舰为中外几百艘船护过航， 出访过数十个国
家，航行几十万海里，将中国海军的军威带到
各地，体现了咱们大国的担当！”

舰上可见“岳阳楼”“君山岛”

我国常用省会和地级市为大中型舰艇命
名。在本次任务中立下功勋的岳阳舰就是其一。

为提升岳阳人民的形象意识、国防意识、
海洋意识，提高岳阳知名度，在2012年底举行
的岳阳市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上， 部分代表提
出《向海军申请一艘导弹护卫舰命名为“岳阳
舰”的议案》。岳阳市政府十分重视人大代表
议案并迅速向海军提出请求。

很快，2013年5月， 海军批示将新型导弹
护卫舰575舰命名为“岳阳舰”。岳阳市委市政
府授予岳阳舰全体官兵“岳阳市荣誉市民”。

今年3月18日，岳阳市政府特派市民政局
负责人陈平赶到了为国争光的岳阳舰上，慰
问了英雄儿女们。

漫步于岳阳舰上， 记者发现这里处处是
岳阳的烙印：岳阳楼、君山岛、洞庭湖大桥、南
湖广场、岳阳大道等美图被悬挂于走廊舷窗、
会议室。画幅色彩艳丽、错落有致，使人宛若
置身于一座以岳阳为主题的移动画廊。

出访期间， 岳阳舰携这些丰富优美的文化
符号远渡重洋，接待了外宾、华人华侨1000多
人次，发放岳阳宣传册1400余份，将岳阳的壮美
山川、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展示给了全世界。

岳阳舰就是岳阳的移动大地， 是岳阳飘
扬在海洋上的一张靓丽名片， 更是岳阳走向
世界的大窗口。舰长芦伟、政委张先杰对记者
说，岳阳舰的战士们，个个都是好样的！咱们
岳阳舰一定不辱使命、精忠报国！

岳阳舰，走向深蓝的湖湘名片

湖南日报3月30日讯（记者 曹娴）管线
的接口处、电缆的破损处，只需用一块橡皮
泥状的材料，包起来一捏，就能实现绝缘、密
封、防水和修复。今天，在湖南航天高性能绝
缘防护新材料产品推介会上，湖南航天三丰
科工有限公司发布了这样两款“神奇”的新
材料，打破国外技术、市场“双垄断”。

这两款新一代通信及电力用绝缘防护材
料， 分别是Silbond自固化绝缘防护包材、Be-
smore耐候型绝缘防水包覆片。前者专为电缆、
光缆、架空裸线和线路中裸露电气连接点绝缘
防护设计，尤其适合快速抢修作业；后者可为

户外基站接头、异形天线、分路器、耦合器、GPS
等设备，提供可靠的防水防潮保护。

湖南航天三丰科工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刚
介绍，这两款产品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打破
了我国该类产品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通过第

三方权威认证，产品性能指标远高于国外同类
产品。

目前，航天三丰已具备年产20万片高性
能绝缘防护新材料的能力。在现场，航天三
丰与4家单位签订了合作意向书。

据悉，湖南航天三丰科工有限公司成立
于2015年，为湖南航天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 目前已自主研制绝缘防护材料、高
性能石墨烯重防腐涂料等40多种产品，成功
应用于通信、电力、武器装备配套等领域。

湖南日报3月30日讯（记者 周月桂 通
讯员 何北海） 我省成为全国首批成品油零
售经营许可委托下放市州的省份之一。从今
天起，我省成品油零售经营许可委托正式下
放市州，新的《湖南省成品油审批监管服务
平台》同时上线，这意味着我省成品油零售
经营审批将更便捷， 时间缩短60%以上，同
时实现无纸化审批。

湖南省成品油零售经营许可委托下放
暨审批监管服务平台上线仪式今天在长沙

举行。省商务厅副厅长肖彬介绍，成品油零
售经营许可委托下放后，现有的县（市）、市
（州）初审—省厅决定的审批流程，变更为县
（市、区）初审—市（州）决定。省商务厅市场
运行处副处长李德翼表示， 此改革可节省
60%以上的时间，一周之内即可完成全部审
批流程。

新上线的审批监管服务平台向加油站
投资人开放注册，今后，申请人只需通过网
上审批监管服务平台向商务部门提交材料，

批文和证书由省商务厅定期寄送给市（州）
商务部门，投资人不需要多次往返各级商务
部门上报材料和取证。

新上线的审批监管服务平台还强化
了监管服务功能， 省商务厅将在审批监
管服务平台上对县、 市的审批行为进行
实时监控。 此外， 平台还新增了电子地
图， 将已建和待批的加油站放在一张电
子地图上精准定位， 实现了全程网络化
审批。

我省率先下放成品油零售经营许可委托
网上审批监管服务平台正式上线

神奇“橡皮泥” 防护新材料
我省研制高性能绝缘防护新材料打破国外垄断

湖南日报3月30日讯（记者 李传新 通
讯员 董雷） 中信湘雅生殖与遗传专科医院
今天向中南大学教育基金会捐赠100万元
成立“惠霖光琇教育基金”，同时与中南大学
湘雅护理学院签订合作方案，联合打造“专
科护理人员培养基地”，医院高校强强联手，
开创了专科护理人才培养的新模式。

“惠霖光琇教育基金”用于奖励和资助
该院表现优秀的贫困学生，通过“教育扶贫”
为契机，“就业扶贫”为依托使优秀的贫困学
子真正摆脱贫困。中信湘雅医院首席科学家
卢光琇教授介绍，中信湘雅医院将择优从中
南大学湘雅护理学院研究生新生中选择30
名成绩优秀、综合素质高的优秀学生进入专

科护理“委托定向培养”学习，并对计划已签
约有意来医院工作、且阶段考核优秀的研究
生， 医院每人每年给予1万元奖励或学费资
助，每月400元至600元生活补贴，在学业结
束后直接引进企业就业。中南大学负责人称
赞此举既拓展了学生就业渠道，又缓解了企
业人才需求压力，实现学校与企业双赢。

医校联手“定向培养”
我省开创专科护理人才培养新模式

湖南日报3月30日讯 （记者 李传新 通
讯员 贺佳玉）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
发布会，省食药监局局长刘湘凌在会上通报
了全省“12331” 投诉举报工作和食品安全
“护老”行动有关情况及8起典型案例。

近年来，全省各级食药监管部门全面
加强食品药品“12331” 投诉举报中心建
设，为提升食品药品监管效能，推进食品
药品安全社会共治进程提供了有力支撑。
全省去年通过“12331”投诉举报电话，共
接受各类事项 48841件 ， 占接受总量的
87%。自2017年3月起，省食安委在全省部
署开展食品安全“护老”行动，严厉打击食
品、保健食品违法犯罪行为，集中整治初
见成效。截至目前，全省共查办“护老”行
动案件499件，已办结486件，移送公安机
关39件，累计货值金额2.33亿元，累计罚
款金额723万元。会上还通报了8起典型案
例，包括株洲市攸县破获“伊美时健康生
活馆”虚假宣传营销保健食品案、娄底市
破获张某某等人利用会议营销形式非法
经营药品保健食品案等。这些案件案情复
杂、危害性大、性质恶劣、群众反映强烈，
具有一定的警示和威慑作用。

省食药监局
通报8起典型案例

导弹护卫舰———岳阳舰。 （资料图片） 通讯员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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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人们！我们在这儿！”正当大家刚入境茫

然无措时，突然几句热切的国语从人群中传来。
大家寻声望去，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映亮夜空，
只见华人志愿者杨长青和刘宝生一家三口，招
手向岳阳志愿者伍玉龙带出的第一队烈属喊
道。烈属们心头一热，立即上前与华人志愿者亲
切握手，只觉6小时奔波的疲惫烟消云散。

来自江苏连云港的烈士母亲田茂翠， 今年
70岁，她步履蹒跚地走出出站口，杨长青与她深
情相拥。夜幕掩映下，刘宝生的6岁儿子刘皓天
举着红旗轻车熟路地带大家走向停车坪。

援巴老兵邹涤领着另一队成员出站了。杨
长青说：“请往前走，向着五星红旗飘扬的地方
集合！”

看着儿子踮起脚努力挥旗的样子，刘皓天
的母亲李文说：“我家离机场40公里，儿子听说
祖国亲人要来，兴奋得睡不着觉。”

“山也亲，水也亲，‘巴铁’处处有亲人！”老
兵潘俊激动地说。10分钟内， 大家就在五星红
旗下集结。

随后，杨长青带领大家乘车前往他开办并
免费提供入住的白宫酒店。车子启动时，警车
居前开道。李文自豪地说：“这是拉合尔警察为
我们保驾护航。”

花儿怒放，鸟儿欢鸣。援巴老兵徐罗生感
慨道：“虽然与祖国相隔万里，但巴基斯坦亲人
们的热情让我倍感亲切。”

细流涓涓， 大爱绵绵。 当地时间3月30日
16时30分，拉合尔华人在白宫酒店为访问团举
行了欢迎仪式。李文代表华人志愿者为援巴老
兵及烈属捐赠爱心款4万余元人民币和18万元
卢比。

“看到大家，就像看到了兄弟姐妹，看到了
‘一带一路’ 建设事业中的先行者和佼佼者。”
岳阳志愿者代表金力深情地说，“我们一定把
你们的开拓故事、奉献精神和公益情怀带回祖
国，传遍大江南北。”

访问团和华人志愿者争相在五星红旗下
合影。援巴老兵之女、岳阳志愿者吴群把脸紧
贴在红旗上……

（湖南日报拉合尔3月30日电）

“向着五星红旗飘扬的地方集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