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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国第一艘万吨级制式医院
船，866船正式入列之前，从海军领率机
关到船上普通一兵，都在思考这样一个
问题：这艘海上流动的“红十字”，将给世
界带来什么？该给她取个什么名字？

人类虽然仍有战火和灾难，但和平与
安宁是永恒的期望。经过反复讨论，海军
打破惯例，给这艘船起了一个富有内涵的
名字——和平方舟。从此，中国海军一支
以和平为使命的专业救护力量诞生了。

传递和平理念

2010 年 8 月 31 日至 11 月 26 日，和
平方舟首次跨出国门，赴亚丁湾和吉布
提、肯尼亚、坦桑尼亚、塞舌尔、孟加拉等
亚非五国，执行“和谐使命—2010”医疗
服务任务。漫漫航程，见证了中国军队热
爱和平事业、关爱生命健康的无疆大爱。

吉布提共和国，地处非洲东北部亚
丁湾西岸，是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之
一。我国与吉布提自上世纪 70 年代末
建交以来，为其援建了人民宫、烈士纪念
碑、体育场、医院门诊楼等项目，在吉布
提人民的心目中，中国是和平友好的国
度。“和平方舟”号医院船的到来，又让他
们深深体会到，富起来的中国坚持走和
平发展的道路，对老朋友的感情还是那
么真切而深厚。

作为到访的第一站，和平方舟在吉
布提为期 7 天的医疗服务中，共诊疗当
地患者2719人次，辅助检查2588人次，
受到当地民众交口称赞。语言有差别，
感情无国界。第 42 届南丁格尔奖获得
者、海上医院护士长王文珍自费购买了
1000 支棒棒糖，每逢到小学校服务，她
都是先拿出糖来贴近与孩子们的距离，
然后再引导他们配合进行眼科和口腔检
查，给他们发放药物和文具。一名小学
校长看到这一幕很感动，“我们这里有很
多外国军人，但从没有像中国军人这样
对孩子这么友好，这么有耐心”。

和平的理念，需要有博大的胸怀来
承载。2013年11月，菲律宾遭受强台风

“海燕”的袭击，人员伤亡惨重。和平方
舟在刚刚完成125天“和谐使命”任务情
况下，受命紧急驰援，48 小时内完成
1400余种医疗物资、100多台携行医疗
设备装载和人员集结。为缩短航程，争
取更多时间营救生命，和平方舟医院船
直穿大风浪区，提前 1 天抵达灾情最严
重的帕罗地区。

面对疫情扩散、水质污染、蚊虫肆虐
的恶劣环境，医院船官兵没有退缩，每天
24 小时不间断接诊，连续奋战 16 天，共
接诊伤病员2208人，手术44例，辅助检
查 1482 人次，检测了 21 个灾民点的 25
处水源水质，为2600余名灾民送医送药
……当地媒体纷纷报道，“此刻，两国的
某些分歧已被搁置一边”“和平方舟受到
了菲律宾武装部队军官、当地政府官员
和人民群众的一致欢迎”……

和平的航迹在时间与空间的经纬度
上延伸，并不断有新的奇迹出现。2017
年9月21日，恰是国际和平日，非洲大西
洋东岸，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的中塞友
好医院里，挤满了前来看病的群众。这
是“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在该国开展人道
主义医疗服务的第三天。

“孕妇患有妊娠期糖尿病，血糖很
高，胎儿已经出现宫内缺氧，如果不及时
手术，随时可能死亡。”医院船妇产科医
生胡电在查看孕妇拉马图·芭的孕情后，
考虑到当地医院条件有限，建议立即将
孕妇转至医院船进行手术。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生命接力开始
了。海上医院专家团队迅速行动，尽管
胡电此前扭伤了腰，但她还是忍着疼痛

走上手术台。深夜，一名约 6 斤重的男
婴顺利出生。拉马图·芭的丈夫激动万
分：“是和平方舟给了孩子生命，就取名

‘Peace’（和平）吧。”
这是在和平方舟出生的第 6 位“和

平宝宝”。这些“和平宝宝”的诞生，是中
国海军播撒和平理念结出的“硕果”。

“中国开展人道主义医疗服务，只有
一个目的：宣扬和平大爱、履行大国责
任。”在亚丁湾，各国护航舰艇云集，和平
方舟根据护航舰艇兵力行动特点，精心
选择靠泊海区，并通过国际海事公用频
道发出邀请，为各国护航官兵提供免费
医疗服务。很快，北约、欧盟等护航编队
积极回应，纷纷派员登船开展医学交流
和诊治体验。巴基斯坦海军准将卡迪尔
参观后表示，海洋安全需要国际社会的
共同努力，中国派出“和平方舟”号医院
船为其他国家服务，有助于世界了解一
个和平崛起的中国。

担当生命使者

从入列那一刻起，和平方舟就闪耀
着人道主义的光辉，成为“生命使者”。

孟加拉国，吉大港。每当有中国军
舰停靠在此，一位小女孩都会牵着爸妈
的手走上军舰，从来访的官兵中寻找“中
国妈妈”。女孩叫“Chin”，孟加拉语意为

“中国”。Chin寻找的人是“和平方舟”号
医院船上的女军医们。

2010年11月9日，和平方舟抵达孟
加拉国吉大港开展医疗服务。当地医院
向和平方舟求助：一位患有心脏病的年
轻母亲有早产迹象，请求帮助实施手
术。和平方舟医护人员立即赶往当地医
院，冒着风险，展开手术，一个新的生命
平安降生了。望着只有3斤多重的女儿
和刚从死亡线拉回来的妻子，霍森对中
国医生的感激无以言表，当场给女儿起
名叫“Chin”，让孩子永远记住中国，记住

“中国妈妈”。
瓦娃来自刚果（布）黑角市一个普通

家庭，4岁开始，他肚子上渐渐凸起一个
肿块，时常疼痛难忍。因为没钱医治，他
的身体越来越消瘦，性格也越来越自卑
和孤僻。

2017年10月10日上午，“和平方舟”
号医院船停靠刚果（布）黑角港。幸运的
瓦娃当天就在和平方舟接受了诊治，成为
首批接受手术的11名病人之一。

“你孩子得的是脐疝，虽然我们对手
术比较有把握，但也可能存在风险。”外
科医师郑秀海向瓦娃的母亲介绍手术情
况。“我们信任中国医生，你们放心做
吧！”瓦娃的母亲毫不犹豫地在手术知情
书上签下名字。

毫无保留的信任，道出了一位母亲
对孩子健康的无限牵挂，也让郑秀海感
到一种沉甸甸的生命托付。他向瓦娃的
母亲郑重地点了点头，转身走进手术
室。接下来，他和助手陈红旭医生以近
乎完美的表现，完成了瓦娃的手术。从
麻醉状态苏醒过来的瓦娃，安静地忽闪
着眼睛。看到这一幕，一直揪着心的母
亲终于如释重负，泪水夺眶而出，不住地
说：“儿子，你很快就会好起来。”听到母
亲的话，瓦娃开心地笑了，露出两排洁白
的牙齿，“等我长大了，我一定要去中国
感谢他们。”

塞拉利昂，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最不
发达国家之一，尤其是2014年持续爆发
近两年埃博拉疫情，首都弗里敦成为重
灾区。2017年8月中旬，“和平方舟”号
医院船到访前的一个月，一场罕见的泥
石流又摧毁了这里的大片房屋，在临时
安置点，疟疾、伤寒、霍乱等病流行。和
平方舟勇敢“逆行”，如期来到这里。

在为民众提供医疗服务的同时，和
平方舟人冒着危险，深入泥石流灾民安
置点巡诊，并派出消杀灭分队对灾民临时
住所、卫生区域和公共设施进行严格消毒
处理，切断疟疾、甲肝、伤寒等传染病的传
播扩散；将9名重症患者接到医院船上做
进一步治疗，同时发放抗疟疾药物和测试
试纸。塞拉利昂总统科罗马表示，中国永
远是塞拉利昂最可靠的兄弟。

航行万里，服务万里，一幅幅爱与温
暖的画面嵌入和平方舟的世界航迹。面
对不同语言说出的“谢谢”，“生命之舟”
的天使们露出开心的笑容：中国军队呵
护每一条生命，这是我们的承诺！

播撒文明种子

和平方舟 04 甲板上有一处标着大
红十字的方形区域，叫撤离平台，最初的
设计功能是疏散人员。走出国门后，这
里便成了文化联谊场所，用来举办甲板
招待会。

2018年10月25日晚，在和平方舟到
访的第40个国家安提瓜和巴布达的圣约
翰港，04甲板一派欢乐景象：投影仪播放
着《中国风》宣传片，从万里长城、兵马俑、
故宫，到现代化大都市、飞驰的高铁、美丽
的乡村，令人目不暇接，叹为观止；甲板
上，为救治病人忙碌了一天的官兵们，此
刻变身歌手、乐器手、茶艺师、书法家、功
夫小子、民族舞者，一场场引人入胜的表
演，将古老而现代的中国，将威武而文明
的中国军人，呈现给在场的不同肤色、不
同语言、不同文化信仰的朋友。

“太棒了！原来中国这么美，这么伟
大！”人群中不断有人发出赞叹。这一
刻，人们徜徉在中国军人营造的和平友
好的氛围里，忘却了人间还有战争、疾
病、贫困，相互结伴起舞，举杯共庆。

每每想到这一幕，医院船病房护士
长冯苹的脸上，都会露出释然的笑容。

在冯苹心里，曾经有过一段不算美
好甚至可以说是有点难过的记忆。在南
太平洋的一些岛国，在非洲大陆的一些
贫困国家，每到一处进行医疗救助，她都
会问当地人，“你知道中国吗？”令她诧异
的是，有几个国家的人从没听说过中
国。还有的虽然表示知道中国，但大都
停留在贫穷落后的层面。也难怪，这些
国家，有的是与中国刚刚建交，有的偏远
落后信息不畅，有的过去是西方殖民地，
无法了解一个真实的现代的中国。

“中国要走向世界，必须让世界更多
地了解中国。我们要给自己的职责再多
一个定位，那就是做一个自觉的文化使
者。”这是护士长冯苹的想法，也是和平
方舟官兵们一直以来的共识，文化传播
也因此由甲板向村落、社区、学校延伸，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感受到中国魅力。
9年前，“南丁格尔奖”获得者王文珍

随和平方舟首次走出国门，率领以她名
字命名的健康服务小分队，走进肯尼亚
一所孤儿院开展文化联谊。起初，孩子
们看到黄皮肤的叔叔阿姨们十分紧张，
一个稍微大胆点的孩子围着队员们转了
好几圈之后，渐渐被和善的笑容打动，带
着些许腼腆靠过来。王文珍拉着他跳起
了当地舞蹈，其他孩子见此也都纷纷聚
拢过来。队员和孩子们一起做游戏，教
他们唱中文歌曲，介绍有关中国知识。
在向孩子们分发蛋糕前，还特别教给他
们一套“洗手操”，告诉他们从小养成健
康生活的理念……临别，孩子们已经变
得恋恋不舍。“你们的到来，让我们感受
到了来自中国的仁爱文化。谢谢中国！”
孤儿院院长比特丽丝激动地说。

“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原船长郭保丰
告诉记者，“和谐使命”任务不仅为43个
国家和地区送去了健康，还以此为平台
展示了中国形象，开展文化联谊活动数
百场次，让到访国民众近距离了解了一
个传统又现代的中国。

2018 年 8 月，“和平方舟”号医院船
第二次访问汤加王国。在努库阿洛法港
举办的甲板招待会上，船上军乐队为汤
加人民送上一份特殊礼物——现场演奏
该国名曲《鸟的天堂》。

随着悠扬乐曲的响起，汤加王国皇
室公主皮洛莱乌·图伊塔感到十分意外，
带头鼓起掌来。她激动地对任务指挥员
说，这首曲子是她祖母的得意之作，但演
奏起来难度很大，“真没想到中国海军这
么有心，演奏得这么流畅”。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
下大同。”医院船官兵以良好的文化素养
及对当地文化的充分尊重，显示了中国
包容并蓄、海纳百川的东方文明大国形
象，赢得了到访国民众的普遍欢迎。这
样的一幕幕，在“和谐使命”任务的航迹
上屡屡上演。

在安哥拉，海军中尉尼尔森登上和
平方舟时，特意佩戴了在中国军事院校
留学时的校徽。作为安海军外事部门联
络官，他是安中两国两军深厚友谊的见
证者和受益者。“世界上各种文明之间存
在着差异是不争的事实，但中国提出了
与‘文明冲突论’完全相反的现代文明
观，强调文明是多彩的、平等的、包容的，
体现的是文化自信，实现的是文明和谐，
令人钦佩。”尼尔森表示，新时代中国的
精神面貌之所以焕然一新，在于其文化
博采众长、与时俱进。

在挺进深蓝的航程上，和平方舟正
扬起仁爱之帆，荡起文化之桨，在大洲大
洋上架起一道彩虹桥，向世界展示一个
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如果说，航母、核潜艇是大国武装力
量的标配，那么，大型医院船则是世界和
平力量的象征。在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
军的伟大征途中，既需要大洋砺剑，更需
要“生命之舟”。

和平方舟从诞生之日起，就始终秉承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把免费医
疗、教育，甚至经济援助带到有需求的国家
和地区，大力弘扬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和南
丁格尔精神，用人道关怀、救死扶伤的真诚
行动，传扬和平、传播友谊、传递爱心。这
张“中国名片”不仅展现了我国和平、发展、
合作、共赢的理念主张与真诚实践，更充分

彰显出负责任大国的时代风范。
事实表明，中国军队完全有信心也

有能力履行同我国国际地位相称的责任
和义务。中国将始终坚持以相互尊重、
合作共赢为基础，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
展之路。

和平发展不仅是中国独特的发展方
式和道路选择，更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
同心愿。我们相信，伴随着人民海军一
次次跨越大洋的握手，会让更多国家和
人民感受到中国温和的力量、大国的担
当，会更多地凝聚起世界人民爱好和平
的强大正能量。

载着“和平”，扬帆深蓝航程
——记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姜天骄

为和平而生，向和平

而去。和平方舟入列11

年来，像一只不知疲倦的

和平鸽衔着橄榄枝，向着

世界奋飞。它践行着中国

军队维护世界和平的庄严

承诺，在深蓝大海奏响了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谐

乐章。

传递和平，彰显大国担当
姜天骄

11 月 12 日上午 11 点，河南
周口市郸城县石槽镇马庄村扶贫
驻村办公室里，刘俊义开始一天
中的第二次“透析”：他洗了手，戴
上口罩，熟练地把挂在吊水架上
的透析液袋子与腰里的管子对接
好，然后坐在床头和驻村队员聊
着当天的工作。

看到记者惊诧的眼神，刘俊
义淡淡地说：“这跟吃饭一样，
充进去、排出来就没事了，不耽
误工作。”

2015年8月，刘俊义被郸城
县公路局派到马庄村担任第一书
记，至今已 4 年有余。今年 8 月
16日上午，刘俊义走访农户回来
一个踉跄摔倒在村室台阶上，驻
村队员赶紧把他送到县医院，他
随后住进了重症监护室。当天夜
里又转到郑大一附院，最终确诊
为尿毒症。从此，他的腹部多了
一根塑料管，每天需要分4次“透
析”。

刘俊义突然患病，最揪心的
是马庄村的群众。“刘书记平时像
铁人一样，咋突然得重病了呢？”67
岁的于桂英兜着一大塑料袋红红
的石榴站在病房门外准备送给刘
书记，她抹着眼泪说：“他帮俺家
做了那么多，这恩情该咋报呢？”

“我和他搭伙为村里扶贫 3
年多，几乎每天都在一起，我也知道他一直吃药，每次问他，
都说吃的是降压药，哪承想他一直瞒着大家。”提及往事，郸
城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李怀彬几度哽咽。

刘俊义担任驻村第一书记4年来，在脱贫攻坚战线没
有逃过“一节课”。他白天走访贫困户、帮扶特困户，处理村
里的大小事，晚上填档卡、完善资料、上报信息。他靠着对
群众的亲劲儿、抓工作的韧劲儿、干事业的拼劲儿，连续被
评为县、市、省级优秀驻村第一书记。

村党支部书记贺红新告诉记者：“刘俊义拼得很，样样
争第一。给我们树立了好榜样，我们有啥理由不好好干？
大家都把他的拼命劲儿转化为脱贫致富的动力，全员战贫
困，现在我们马庄村渐渐富了、美了、强了。”

昔日的无硬化路、全村39%的贫困户、无产业的贫困村，
4年间发生了巨变。每一个马庄人都给刘俊义记着账：争取
到150多万元资金，修通了14公里连接4个自然村的水泥
路；村里安装了115盏路灯；路旁栽植了1400多棵大叶女
贞、泡桐等景观树；村民自来水入户率达100%；农田里新增
了灌溉机井48眼；整治全村11处坑塘；修建了文化休闲广
场；60多户贫困户种植黑皮冬瓜和中药材，每户每年增收1
万多元；引进简洁日用品厂、伞骨加工厂和光伏发电项目，46
名贫困人员在家门口就业，每人每年增收1.5万元……

“马庄村今天的变化，离不开你这匹‘领头马’。现在你
要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好好治病，养好身体。”石槽镇党委
书记史艳华对刘俊义说。

“马庄是我的家，群众就是我的家人。”刘俊义说，进入
冬季，马上要进行修路、挖沟、植树等农田基础建设，还要落
实明年全村300亩黑皮冬瓜、400亩中药材、200亩苗圃的
种植规划，工作多着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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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51 岁的张凤彪，1998 年进入安徽合肥市瑶海区
城肥管理所成为了一名清淘工，这一干就是21年。

清理化粪池、下水道，不仅苦、脏、累，也是一项有危险
的工作，每当遇到危险作业时，张凤彪总是抢着干。张凤彪
说：“脏一点、累一点没关系。为居民及时解决燃眉之急，让
大多数人的生活变得干净，就体现了我们工作的价值。”

吸粪车上的贮粪罐由于杂物沉淀，需要定期清理。但
罐口和罐内空间狭小且含有毒气体，每次清理都只能穿着
单衣、戴上防毒面具钻进贮粪罐里一点一点清理，完成一辆
车的罐底清渣工作需要两三个小时。

作为瑶海区城肥管理所清运组组长，张凤彪带领清运
组平均每年清理单位和居民区化粪池400座、窨井1800多
座，疏通下水管道近万米。在承担起39座直管免费公厕粪
便清运的同时，他们还义务承担了辖区500多个居民生活
区的公厕、化粪池粪便清运工作。

宁脏一人 洁净万家
文/摄 解 琛

2017年10月18日，执行“和谐使命—2017”任务的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医院船在南大西洋举行重温入党誓词仪式，喜庆党的十九
大胜利召开。 江 山摄

张凤彪每隔七八分钟必须爬出贮粪罐外透气。

张凤彪盖上已经清理完的化粪池盖板。他带领清运组
平均每年清理单位和居民区化粪池400座，还义务承担起
公共厕所、辖区居民化粪池等清运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