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汉纺织大学新生获赠迎新大礼包。 长江日报记者何晓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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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接你上大学校长接你上大学

“感谢你们来武汉上大学”
武汉纺织大学副校长到车站迎接新生

“通过这次战疫，我对中国以及中国
人民有了新的感知。”“可爱的中国，我永
远热爱这片土地。”15日下午，由“学习强
国”湖北平台和楚才竞赛委员会共同主办
的“爱国心·报国情·强国志”征文活动收
到一篇特别的投稿，疫情期间选择留在武
汉的摩洛哥姑娘何晓娜在文章中向她眼
中的“可爱的中国”表白。

何晓娜是武汉大学电子商务专业（汉
语教学）博研三年级学生，来自摩洛哥卡
萨布兰卡。在2018年第34届武汉国际楚
才作文竞赛中，她以作品《汉语之美》获得
一等奖。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100多名
摩洛哥公民离开湖北省，而何晓娜却选择
继续留在武汉大学，并于2月份捐款5000
元支持抗疫。武汉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国
际学生辅导员唐艺豪透露，这笔捐款原本
是她用来换手机的。何晓娜在捐款信中
写道：“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国家实现了
我的梦想，中国人民给了我很多支持和帮

助，我不会因为任何原因离开你。”
16 日下午，接受长江日报记者采访

时，何晓娜正计划第 6 次无偿献血。她
说，来中国已经 6 年，她永远不会忘记所
有帮助过她的中国人，中国是她的第二故
乡。此次“楚才”征文活动消息发布后几
分钟，她就通过后台留言：“留学生也可以
参加吗？”她希望通过文章表达自己对中
国的热爱，并向其他外国人展示“中国是
安全的，武汉是安全的”。

“疫情期间，学校给我们提供了免费
的三餐、发放了免费的口罩，老师也给了
我们很多帮助。”何晓娜告诉记者，“选择
留在武汉，我并不害怕。我知道中国有最
优秀的科学家和医生，中国人民一定能够
战胜疫情。”

何晓娜的征文标题与方志敏的《可爱
的中国》同名。她说，中国的可爱之处体
现在政府、人民、文化等多个方面。她在
文章中提到，中国人民对她十分友好，给
她的生活和学习提供了很多帮助，让她在

异国他乡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亲眼目睹了武汉战疫，何晓娜写下：

“雷神山，火神山，钟南山，三山抗疫；医者
心，仁者心，中国心，万众同心。”她说，在
此次疫情中，中国政府始终把人民群众的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中国有
强大的组织、协调能力，能够集中力量办
大事。这次疫情让世界再次见证了无坚
不摧的“中国力量”。

她在文章中说：“中国文化源远流长、
博大精深，中国人民勤劳勇敢、真诚质
朴。尤其当面对困难时，他们团结一致、
同舟共济、众志成城。这种精神令我敬佩
不已。可爱的中国，我永远热爱这片土
地。”

她告诉记者，她以后可能会成为一名
外交官，努力发展摩洛哥与中国的友谊。

（何晓娜的“楚才”征文作品《可爱的
中 国》链 接 ：https://mp.weixin.qq.
com/s/Z_TXGBANlvSDG8wqnt -
VWdQ）

她是“楚才”一等奖获得者 疫情期间坚守武汉获得温情帮助

摩洛哥留学生投稿致敬“可爱的中国”
长江日报记者郭丽霞 戴亮

2018年，何晓娜获得“楚才”一等奖。

【活动预告】
17日，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

播学院院长将前往武汉火车站迎接新
生，长江日报融媒体将全程直播。

“欢迎你，新市民！”16日，由东风Honda携手长江日报报业

集团长江财经研究院举办的“武汉高校校长‘接你上大学’”活动进

入第二天，武汉纺织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黄运平前往汉口火车站

迎接该校2020级新生。

16日下午2时，来自河北省唐山市的
梁轩刚走出汉口火车站出站口，黄运平就
迎了上去接过行李箱：“欢迎来武汉！欢
迎你，新同学！”送女儿来汉上学的梁爸爸
连称：“你们太热情了！没想到，不敢当！”

武汉纺织大学此次迎新“阵容”庞
大。梁轩即将就读的材料科学与工程学
院院长王罗新，经济学院副院长、《认识武
汉》课程负责人李正旺一同前往。他们接
过梁家父女携带的行李，乘车前往学校。

“相信你在武汉、在武汉纺织大学学
习、生活得很愉快。相信你会爱上武汉，成
为武汉的新市民。”黄运平在车上对梁家父
女说，此次走出校门、到车站迎接新生报
到，主要是出于感谢。“感谢你们选择了武
汉、选择了武汉纺织大学。这次疫情，湖北
保卫战、武汉保卫战取得决定性成果，离不
开全国人民的帮助和支持。正在重振中的

英雄城市重现了往日的活力和美丽。”
由 5 辆东风 Honda 艾力绅组成的迎

新公益车队沿途经过武汉博物馆、月湖
桥、张之洞博物馆、汤逊湖等武汉知名地
标，马路上车流如织。

李正旺介绍，学校开设《认识武汉》课
程的目的是让初踏江城热土的外地学生
认识武汉、了解武汉、爱上武汉。“听说过
张之洞吗？”车队经过张之洞博物馆时，李
正旺给梁轩“提前授课”，“张之洞是清末
洋务运动的领军人物之一，主导兴建了汉
阳铁厂、汉阳兵工厂，奠定了武汉近代工
业发展的基础，是为武汉作出过重大贡献
的人。”梁轩对即将就读的专业有着一脑
袋问号，王罗新一一解答。他介绍，如今
的武汉纺织大学已不再只是研究“纺线织
布”，研发的高科技布料被做成国旗带上
了月球，研发的新型材料可以给烟囱戴

“口罩”……王罗新对梁轩说：“学校响应
国家号召，加大力度研发新材料并推进产
业化。希望你在求学期间认真学习、努力
钻研，一定会学有所成。”

抵达武汉纺织大学阳光校区后，梁轩
在学长学姐帮助下完成了入学报到手
续。在接下来的简短迎新仪式上，东风
Honda向梁轩和其他4名新生赠送了装有
全新CIVIC思域车模的迎新大礼包。

东风本田汽车有限公司是武汉知名
车企，产值连续3年超过1000亿元。该公
司有关负责人说：“疫情期间，全国人民无
私支援湖北、武汉。作为武汉本土车企，
我们公司理应承担社会责任，用实际行动
表达自己的心意和谢意。我们相信大学
新生会感受到武汉人民的热情，我们更欢
迎大学毕业生加入我们公司。”

（长江日报记者马辉）

长江日报讯（记者胡义华 李琴 蔡木子）17日至
18日是华中科技大学2020级本科新生报到的日子，将
在该校学医的蔡文泰与父母成了校友。4个月前，他
们家被全国妇联评为“全国抗疫最美家庭”。

“从医之路荣光且辛苦，祝愿一路良人相伴！”蔡文
泰被华中科技大学录取后，其母亲熊莉娟在朋友圈发
了这句话。16日晚，熊莉娟告诉长江日报记者，虽然
家离学校很近，但她会送儿子入学。

熊莉娟与丈夫蔡开琳都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目
前，熊莉娟是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院感科主任，蔡开琳是协和医院胃肠外科主任医师。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夫妻俩都在一线抗疫。

抗疫期间，熊莉娟参与了江汉方舱医院筹建和后
期管理工作，江汉方舱医院是武汉最先启用并收治患
者的方舱医院；蔡开琳也主动申请去江汉经济开发区
方舱医院工作，后又转战协和医院西院重症院区，担任
清肺小组组长。“我是医生，我就应该干这件事情，就应

该在这里。”蔡开琳说。
父母在一线抗击疫情，蔡文泰在家上网课备战高

考。“这次疫情让我看到了父母的另一面。”蔡文泰说，
“之前我对职业选择还有些‘摇摆’，但经过这次疫情，
我明确了自己的志向。”今年高考，蔡文泰考了651分
（理科），第一志愿填报了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临
床医学类专业并被录取。

来自华中科技大学的数据显示，该校今年临床医
学类专业在全国多数省份的报考人数及高分考生较往
年增多。熊莉娟认为，一场疫情令全社会尊医重卫的
氛围更浓厚，也激发了年轻人学医的热情。

从儿子上初中起，夫妇俩就多次劝说他将来学
医。“儿子成了我们的小学弟，这既是偶然，也是必然。”
前不久，熊莉娟主动申请到儿子就读的高中举办了一
场疫情防控知识讲座。她说：“我希望激发更多青少年
对医学的了解和热情，就像种子一样播撒出去，愿星星
之火可以燎原。”

武汉“全国抗疫最美家庭”走出医学新生

一家三口学医
儿子与父母成校友

16日，熊莉娟在协和医院病房查房。
长江日报记者高文举 摄

16日，蔡开琳在协和医院与来自宜昌的患者
交流。 长江日报记者高文举 摄

蔡开琳在微博中记录了夫妇俩的抗疫细节，他亲
昵地称妻子为“熊教授”。

“1月24日，和熊教授一起在医院里欢迎鼠年的到
来。”

“2月9日，熊教授今天轮着在家歇一天，电话微信
不停，中午就拿上了充电宝。下午快哭了，把我骂了一
顿，我只好乖乖地进厨房做了晚饭。”

“3月7日，王部长问，这段时间我和夫人之间发生
的印象最深的事是什么？哎，潸然泪下！”

“4月2日，长住病区办公室的日子过去了，常驻病
区办公室的日子开始了。”

“4月4日，全城防空警报鸣响，为逝者默哀，眼泪
忍不住流下来，好在问心无愧。”

…………
事实上，从1月上旬开始，熊莉娟就生病了，低热

不退。
“在病房里，我的手机一直响个不停，但我连拿手机

的劲儿都没有。我很焦急、愧疚，因为我是院感科主任，

新冠肺炎疫情正在肆虐，自己却先病倒了。”熊莉娟说。
2月2日，熊莉娟出院。2月3日晚上，她就奔赴抗

疫一线，去协调江汉方舱医院的筹建和管理工作。大
风大雨里，熊莉娟一直在现场接待各地医疗组派过来
的先遣队，培训大家如何正确穿脱防护服等，一直忙到
4日凌晨。

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在广场上拿着喇叭、步履匆匆
的医生，“死里逃生”不过数日，随时都要更换前后贴身
塞着的两条毛巾。

江汉方舱医院2月5日晚上开始收治病人。在运
行的34天里，1153名医护人员零感染，患者零死亡。

其间，蔡开琳当起了“生活秘书”，一直陪在妻子身
边，随身在包里塞了一个保温杯和20条毛巾。“我没有
觉得心酸，只是心疼她。你是医生，你就应该干这件
事，你就应该在这里。”蔡开琳回忆说。

2月17日，蔡开琳也主动“请战”，去江汉经济开发区
方舱医院工作。2月29日，他又转战收治新冠肺炎重症
患者的协和医院西院，并担任重症院区清肺小组组长。

疫情面前经历过生死，这个家庭的选择——

像种子一样播撒希望
长江日报记者李琴 胡义华 蔡木子 通讯员涂晓晨

17日是华中科技大学本科新生报到的第一天。“31年前，我也在这里学医。儿子成了小学弟，我想

送他去报到。”熊莉娟说，儿子蔡文泰被录取为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2020级临床医学类专业学生。

熊莉娟和丈夫蔡开琳都是学医的。现在，儿子与他俩成了校友。

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一家三口恢复了往日的生活。
蔡文泰去南昌看望了外公、外婆，去宜昌看望了爷

爷、奶奶，其余多数时间在家中看书，还申请去华中科
技大学做志愿者。

蔡开琳忙着做手术、讲课，继续在微博上和网友讨
论医学知识、回答患者提问，也分享家庭生活的琐碎小
事，现在已经拥有24万名“粉丝”。

熊莉娟依旧忙碌，除在医院工作外，还去云南对口
医院支援，并做过多场关于疫情防控知识的讲座。其
中一场，她主动申请去了一所高中，讲授关于学生疫情
防控相关知识。

“算是开学第一课吧。”熊莉娟说，“我希望激发更
多青少年对医学的了解和热情，像种子一样播撒出去，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一场疫情让全社会尊医重卫的氛围更浓厚，激
发了年轻人学医的热情。”蔡开琳说，“作为父母，我
们经历过生死，知道这条路很艰辛；但作为医生，我
们也希望儿子到时代浪潮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儿子从小比较自律，我希望他以后成为一个比我更
好的医生。”

今年5月，这个三口之家被全国妇联评为“全国抗
疫最美家庭”，全国一共660户。

“死里逃生”不过数日就出现在抗疫一线

“疫情让我看到了父母的另一面”
今年高考，蔡文泰考了651分（理科），第一志愿就

是华中科技大学临床医学类专业。
在医生家庭长大，蔡文泰从小就对这个职业不陌

生。
“这是一份虽然辛苦但令人自豪的工作，可以帮助

很多人。”蔡文泰记得，从初中开始，父母就多次劝自己
去学医。

但对蔡文泰触动最大的，还是父母的工作态度。
平时，蔡开琳、熊莉娟工作很忙，一般到很晚才回

家。“爸爸有时半夜还去做手术。”蔡文泰说，“但是，他
和妈妈都乐此不疲，很少有怨言。他俩有从医的职业
成就感。”

今年春节，父母在武汉一线抗疫，蔡文泰在家上网
课备战高考，一家人都在各自的“战场”上奋斗。

“选择学医，这不是冲动。”“疫情让我看到了父母

的另一面。”蔡文泰说，“之前我对职业选择还有些‘摇
摆’，但经过这次疫情，我明确了自己的志向。”

熊莉娟认为，儿子成了小学弟，是偶然又有着某种
必然。

她找出手机里一直珍藏着的一张照片，拍摄于
2003 年 7 月 18 日。照片里，熊莉娟搂着两岁的蔡文
泰，背景是协和医院发热门诊，照片上方是一条红色标
语，写着“万众一心 抗击‘非典’”。

那次抗击“非典”，熊莉娟也冲在一线，两个月没有
见过儿子。

在父母感召下，蔡文泰曾在协和医院爱心病房做
志愿者，陪白血病患儿玩耍、聊天。前不久，他还参加
过一场医院组织的心肺复苏培训。

“儿子善良、有亲和力、做事认真，这正是做医生非
常需要的品质。”熊莉娟说。

“希望儿子到时代浪潮中实现人生价值”

何晓娜与好友在武汉大学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