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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凌晨出征援汉

王亚运是空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的一名主管护师。今年 2 月 17 日凌晨，她
随军队第二批援鄂医疗队奔赴武汉，加入
了抗击新冠肺炎的“战疫”中。

王亚运回忆疫情刚刚暴发时丈夫的
话。“他当时就提醒我做好准备，我是空军
军医大学的军嫂。丈夫不能来前线，我得
替他多做点。”

初到武汉时，院区改造还没有完工，她
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动手改建隔离病房。整
整三天，她和同事们一起封住病区各空气
管道，尽快熟悉医院环境、工作流程，加强
防护培训。由于穿脱防护服等消毒程序繁
琐，也想着尽可能节约一些，王亚运和同事
们几乎不喝水。

在护理时王亚运发现，很多患者的袜
子都有破洞。起初她会将自己的军袜带来
给患者们换上。后来细心的她发现，由于
住院时间长，很多患者的手指甲和脚趾甲
很长。她从手术室同事那借来了指甲剪
子，想为患者们剪指甲。

“困难程度远超过我的想象。”王亚运
告诉记者，穿着密不透气的防护服，又要弓

着身子，不一会儿就大汗淋漓，而护目镜的
雾气让视线很模糊，但她透过水滴的缝隙
努力看清，生怕不小心伤着患者。患者们
都夸她既细心更有爱心。她还将自己带来
的漱口水、维 E 护手霜、唇膏给患者们使
用。为了缓解部分患者焦虑的心情，还在
防护服上画上卡通画，带着患者们跳舞。

这次来到武汉感受到久违的放松

王亚运是安徽人，目前在西安工作、生
活，此前从未到过武汉。在武汉战斗的52
天里，王亚运的行程都是医院、酒店“两点
一线”。

这次来武汉，她下榻的湖滨客舍就在
东湖边。“没想到东湖这么大、这么美。欣
赏到荷塘月色，品尝鲜嫩的莲子，我的心感
到了久违的放松。”7 月 30 日，她登上了黄
鹤楼。站在黄鹤楼上俯瞰江城，看着长江
大桥上川流不息的车流，她由衷感慨：“武
汉好起来了。”

“王亚运@尤少春&尤尤”是王亚运每
天雷打不动在防护服上写的内容，她说这
样会感觉一家三口在一起。出征武汉时，5
岁的儿子抱着她说道：“妈妈，你到了武汉
要好好杀病毒呀，加油！”而老公则拍着胸

口说：“儿子我来带，你放心。”
回到西安后，在武汉的一幕幕时常浮

现在她脑中。“我们乘坐大巴去机场的返程
路上，路边的行人都朝我们挥手，大声喊着
感谢。”重新返回工作岗位，王亚运和其他
援鄂医疗队队员的事迹被做成英雄榜，树
立在医院。病友们经常会问她抗疫的故
事。

王亚运说，这段经历让她学会了很多。

华夏千秋教育基金向战疫军嫂致敬

战疫军嫂，她们既是军人的家属，又是
战疫一线的医护工作者，本届华夏千秋教
育基金致敬战疫军嫂，就是传递这种社会
正能量。获奖军嫂除受邀参加疗养外，每
人获得基金5000元的奖励。

华夏千秋教育基金由爱心企业家刘会
兴于2009年联合武汉晚报、武汉市青少年
发展基金会成立。华夏千秋教育基金自成
立以来，刘会兴及爱心团队、北京中航智科
技有限公司等爱心企业累计为华夏千秋教
育基金捐款近800万元，全国先后有260余
位“最美乡村教师”荣获该奖。

（长江日报记者唐婧妮 通讯员易建新）

疫情防控期间，免费维修抗疫物资车辆
200多台次，出资60万元为武汉市民购买百
余吨蔬菜，近日，逆行回汉抗疫的河南退伍
老兵杨东旭，又走上了黄陂区的防汛大堤。

免费为抗疫车辆做“手术”

“看来事态紧急，武汉人民需要帮助。”
杨东旭当了12年汽车兵，退役后在黄陂开
了家汽车贸易公司。春节前夕，电视上传
来的消息，他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我们请求参战，自愿担负保障130台
运输车辆的维修保养任务。”2月2日，他了
解到要组建“抗击疫情运力支援队”，便立
即向抗疫指挥部相关部门提出“参战”申
请，同时跟一汽解放相关部门沟通。得到
同意的通知后，他和公司6名河南返汉员工
赶到江夏区金口镇集结点报到。

零件磨损、离合器压盘要更换……对
140多台大型运输车进行全面“体检”，准备
为它们做“手术”时，他们遇到难题。

“这些车辆保障最大的困难是没有配
件，当时武汉所有汽配市场和维修门店都
关着门。”杨东旭说，参加支援的车辆是各
单位抽调的，主要负责武汉市民生活必需
品和雷神山、火神山等医院防护物资的运
输。这些车共有四五种车型，每种车配件
都不一样，有时为了拿到1个配件，要跑三
四个地方。

支援队驻地与杨东旭公司之间往返有
150多公里，为了抢时间赶任务，让车辆早一
刻投入运行，杨东旭和伙伴们每天起大早出
发，常常从早上8时一直干到晚上10时多。
除了免费保障支援队车辆的维修任务外，他
们还义务修理其他省支援武汉的车辆40多
台，2个多月里，维修足迹遍及湖北十多个市
县，有时一天就要往返数百公里。

出资60万捐赠百吨蔬菜

维修大货车时，杨东旭发现，市民对蔬
菜的需求很大，便想着要联系一些蔬菜送

到武汉市民手中。
大年初五的早上，杨东旭来到公司附

近一家菜市场，挨个找门面上贩菜人留的
联系电话。找了一个多小时，终于联系上
了一位，对方将河南沈丘县一家供货商的
电话发给了他，供货商答应在当地收购蔬
菜。杨东旭又联系沈丘的战友王国辉协调
运菜车辆，2月24日，3辆载着30吨蔬菜的
卡车抵达武汉。

“街上最辛苦的就是环卫工人，他们冒
着危险为武汉做清洁。”经过跟武汉市城管
委协调，这3车菜送到江岸和硚口区环卫工
人手中。3月初，杨东旭又与沈丘县政府联
系，为武汉13个区捐赠110吨蔬菜和20吨
咸鸭蛋。

疫情防控期间，杨东旭跟公司员工出

资 60 余万元，购买 200 余吨蔬菜。他公司
的停车场变成了蔬菜分发处，全国各地运
往武汉的蔬菜，在这里分类配置成4种以上
的菜，公司员工再开车送到雷神山医院、社
区和养老院。

身着灰白相间的迷彩，外面披上一件
橙色的救生衣，7月13日，黄陂区夏石港大
堤上，杨东旭扛起沙包开始参与当地的防
汛抗洪。近日，他的公司成立了一支民兵
应急保障分队，这支小分队配有生命探测
仪、急救箱、应急手电等救援设备。“在武汉
当兵12年，又在武汉创业，这里是我的第二
故乡，当武汉需要的时候，我们都会冲上
去。”杨东旭说。

（长江日报记者徐锦博 通讯员王群
明 党国营）

长江日报讯（记者周恋芹）为提振市场消费信
心，当好服务企业的“店小二”，7月31日，武汉开发
区举办以“产城融合·共筑未来”为主题的武汉开发
区（汉南区）品质人居环境创建系列活动。

昨日下午，在武汉开发区管委会一楼大厅，137
家区内大型企业和人居环境项目相关企业面对面交
流、沟通。与会企业纷纷表示，开发区产业工人众
多，平均年龄在35岁以下，本次活动搭建了一个良
好的交流沟通平台。

上海纳铁福传动系统有限公司武汉工厂是武汉
最早复工复产的一批企业之一，公司目前的产能已
经达到去年同期的98%，企业人才离职率不到5%。
该公司行政主管侯超拿着一手的项目资料册，对记
者说：“公司的几个年轻人都对项目感兴趣，正好拿
回去给他们参考。”

武汉开发区住建局负责人对记者说：“将重点针

对企业融资、周边开发、项目验收、预售许可办理等
问题，建立并完善一个企业、一名领导、一个干部、一
抓到底的‘四个一’工作机制，定期组成联合服务队，
带着具体方案主动上门纾困。”

6月28日，武汉市委十三届九次全会提出，将车
都、光谷、临空这三个新城组群升级为副城，以此突
出科技创新、先进制造、枢纽物流等国家中心城市功
能，并为未来发展预留可能。在昨日活动现场，武汉
开发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人讲解产城融合规划
并表示：“副城车都承载国家中心城市核心职能，按
照100万到200万人的‘大城市’标准建设。”

据悉，本次活动是武汉开发区（汉南区）品质人
居环境创建系列活动的“起手式”。未来还将陆续进
企业、进园区、进学校、进医院，举办形式多样的线
上、线下系列活动，让精品人居环境项目走进企业，
来到群众职工身边，更好满足企业员工的消费需求。

7月31日，阳光明媚，8时55分，当天第一班从
天津飞武汉的厦航 MF8331 航班，搭载着 143 名旅
客，稳稳降落在武汉天河机场，早已提前等待在机坪
的机场工作人员为机组和旅客举行了简短而热烈的
欢迎仪式。

70年前的8月1日，由天津经汉口飞往重庆的
首航班机 XT-139 号飞机，成功完成史称“八一开
航”的新中国民航首航。当天，南湖机场为此举行了
两个小时的庆祝活动。

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湖北机场集团联合天
津滨海国际机场和厦航共同举办了纪念“八一开航”
70周年的重飞首航路活动。

时光拉回到70年前，新中国成立后，军委民航
局开始筹办恢复国内航线航班。1950年7月21日，
政务院批准同意民航局“自8月1日正式开航”的计
划，首先开辟天津—汉口—广州和天津—汉口—重
庆两条航线。

新中国民航首航经停南湖机场，90年
代择址新建

1950年7月31日，时任民航局总飞行师潘国定
驾驶着“北京”号从天津起飞，载着14名乘客成功试
航广州。

8月1日8时30分，在同样的晴朗天气下，天津
经汉口飞往重庆的首航班机XT-139号飞机自天津
张贵庄机场起飞；同天10时30分，广州白云机场，

“北京”号飞机在各界的欢呼声中，在机场上空环绕
一周后，向北飞去；当天中午，两架飞机在南湖机场
先后降落，并举行了长达两个小时的首航成功庆祝
活动。

15时10分，两架飞机再次起飞，于18时左右分
别在天津和重庆降落。新中国最早的国内民用航空
线顺利开通。

据介绍，首航航班经停的南湖机场，最早是作为
军用机场建立。1936年3月，武昌一片野阔的芦苇滩
上，南湖机场建起，占地4000亩，共修建有东西向南
北向2条水泥跑道，开启了武汉机场的建设发展史。

今年50岁的陈军是湖北机场集团工会主管，经
历了南湖机场到天河机场的迁址。他介绍，1951
年，武昌南湖机场作为武汉首个民用机场，开始起降
飞机。之后，历经4次扩建，南湖机场在20世纪80
年代发展成中型现代化机场，成为国内航空干线的
重要枢纽之一。

基础设施实现“质变”，年旅客量从6万
多到2700多万人次

“1995年，随着武汉天河机场的建成启用，南湖

机场也退出历史的舞台，成为我们的回忆。从南湖
转场天河，武汉机场的巨变也见证了中国民航的起
步与腾飞。”陈军说。

湖北机场集团机场管理公司副总经理徐越辉介
绍，改革开放以后，武汉民航业蓬勃发展，武汉机场旅
客吞吐量节节攀升。回首过去，1978年，南湖机场旅
客吞吐量仅6.5万人次，1992年突破100万人次。

1994年，南湖机场旅客吞吐量108万人次，是通
航44年以来客流量最多的一年。1995年转场天河
后，南航湖北分公司陆续开通武汉到曼谷、福冈等地
的国际航线，1996年，天河机场旅客吞吐量达到231
万人次，排名全国第8位。

2006年，天河机场旅客吞吐量突破500万人次，
2009年突破1000万人次，2016年突破2000万人次。
从100万到500万，武汉机场用了14年，从500万到
1000万仅用了3年，从1000万到2000万只用了7年。

2019 年，武汉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 2715 万人
次，增幅排名全国大型机场第一，吞吐量排名较
2018年提升两位，国际及地区旅客吞吐量连续7年
保持中部第一，发展越来越快，旅客增长越来越迅
猛，通航点也越来越多、越来越远。

从武汉出发，可达全球29个国家和地
区152个机场

湖北机场集团机场管理公司副总经理徐越辉介
绍，1987年武汉至香港包机首航成功，1992年开通
至万象的第一条正式国际航线，1998年开通至福冈
的首条始发国际航线。

“十三五”以来，武汉天河机场明确“国际客货双
引领”的发展战略，努力打造中部国际航空门户枢纽，
航线开拓迎来全面发展期。如今，从武汉出发已经可
以抵达全球152个机场，其中国际及地区机场58个，
主要飞往英国、法国、俄罗斯、意大利、美国等29个国
家和地区，航线网络实现了五大洲全覆盖。

今年受疫情影响，航班量和客流受到影响，但目
前，随着全国各行各业全面复工复产，武汉机场呈加
速恢复态势，目前每日航班量已恢复到疫情前的七
成水平。7月29日，武汉天河机场日客流量突破5
万人次，日航班达到408架次，均为4月8日武汉机
场复航后的单日最高，航点已恢复到58个，航线网
络已覆盖国内所有干线机场。

未来，武汉天河机场致力于建设成为中部地区
“互联互通、辐射全球”的航空门户枢纽、文明城市窗
口和对外开放高地，成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强劲
引擎，谱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为民航事业及
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长江日报记者王谦 通讯员俞杨 张蒙）

援汉战疫天使王亚运回汉
登黄鹤楼游东湖感叹武汉这么美

左图：王亚运在黄鹤楼上自拍。
长江日报记者胡丽君 摄

上图：王亚运在防护服上画上卡通牙齿
为病人加油打气。

从河南逆行回汉抗疫又战汛

退伍汽车兵免费维修200多台次抗疫车

武汉开发区举办品质人居环境创建系列活动

副城车都按200万人标准建设

新中国民航首航经停武汉

武汉机场年旅客量
从6.5万“飞”涨至2715万

下图：现代化
的天河机场。

杨东旭准备分发蔬菜。

7月31日上午，来自西安的白衣天使王亚运和另外12名军嫂来到驻鄂空降兵某部，参加由长江日报长江公益、

武汉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华夏千秋教育基金共同举办的“华夏千秋教育基金·致敬战疫军嫂”公益行动。

这是王亚运因为新冠疫情2月随着援鄂医疗队来汉战疫之后，再次来到武汉。

此前三天，她们在湖滨客舍疗养，参观游览了不少景点。

左图：执行首
航任务的139号机
组人员。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