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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过半，湘江漂流船队抵衡阳
14位书法家创作30米书法长卷声援，李兵、YOYO中秋夜问候漂流勇士
■记者 龙腾 郭东亮
“岳阳楼见！”不知从何时起，这句话已
成为湘江漂流船员们的口头禅。9月13日，
由华声在线独家承办、妙盛国际企业孵化港
全程支持的“保护母亲河·妙盛湘江行”漂流
船队抵达衡阳，漂流行程过半。当天下午，衡
阳市委市政府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为漂流勇
士们加油鼓劲。
中秋夜，漂流勇士们在湘江边狂欢。
通讯员 黄谷子 摄

千人按彩色手印支持环保

歌声响起，锣鼓齐鸣，下午3点，身着红
装的腰鼓队列队欢迎漂流勇士们进场，一群
小学生涌上前去，献上鲜花。
欢迎仪式上， 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湖
南省文联副主席、湖南省书法家协会主席何
满宗为活动组委会展示湖南省书法协会为
声援此 次 活动 创作 的 30米长 的书 法 长卷
《湘江颂》。
活动现场，与会领导、漂流勇士、环保志
愿者、媒体记者、现场群众纷纷在“保护母亲
河·妙盛湘江行”白色长幅上按下彩色手印，
以表示对母亲河的崇敬之情和对环保事业
的支持。

9月13日下午，“保护母亲河·妙盛湘江行”衡阳段欢迎仪式上，现场群众纷纷按下彩色手
印并签名。
通讯员 黄谷子 摄

14位书法名家创作30米书法长卷声
援此次漂流活动。
通讯员 丁剑波 摄

三名女船员一直在坚持
“岳阳楼见！”记者注意到，船员、志愿者
们常常会将这几个字放在嘴边。 队长小昂
说，这短短的几个字，是他们此行的最终目
标，也是船员们战胜疲惫的秘诀。一路来，不
断有人退出，但是也有人在无数次打算放弃
后还是坚持了下来。最典型也最让大家牵挂
的就是船队的三朵金花。
“不敢喝水，怕上厕所！”三名女船员在
谈起漂流过程中最困难的是什么的时候，异
口同声地这样说。
“一上厕所就会被甩得很远。”24岁的蕾
蕾是个可爱的小个子女生，爱笑的她是大家
的开心果，她说，“有一次我们的船队本来是
倒数第五的， 谁知我上了一个厕所之后，就
变成倒数第一了。”

祝福

记者手记

中秋夜，李兵、YOYO问候漂流勇士

行百里者半九十

“好久没有这么放松了！” 中秋
之夜， 一场盛大的篝火晚会在衡阳
湘江三桥桥下举行，“保护母亲河·
妙盛湘江行”漂流活动的船员、志愿
者、 组委会工作人员及周边村民上
百人参与其中。 众人一同分享直径
一米的巨型月饼。篝火、食物与一连
串精彩刺激的游戏，让大家8天来的
紧张与疲惫瞬间烟消云散。 船员杨
超告诉记者，这么重要的节日，也会

船 泊 衡 阳 ，“保 护 母 亲 河·妙 盛 湘 江
行”湘江全程漂流大型环保公益活动至此
已是漂程过半。 一路漂来， 水上划的、陆
上跟的，百几十号 人均 有收 获 ：疲惫 伴有
欣慰、 伤痛随着思索、 教训夹杂经验、历
练驮载理想……五彩缤纷、纷至沓来。
船泊衡阳，本次活动参与者都有了一种
莫名的兴奋， 甚至心底涌冒着一种前所未
有的成就感：政府关注，民众好评。所经之
地，锣鼓迎送、鲜花奉赠、领导慰勉、队员示
勇……诸如此类，令人热血沸腾。
船泊衡阳，漂程确已过半，各路人马的
经验也越来越丰富， 办法也越来越具体而
有效，但是，我们要清楚，随着江面的日益
宽阔，水流日益减缓，风向的日益转变，我
们漂流的速度将会受到日益严重的挑战。
虽然漂程已过半， 但是我们关注湘江母亲
河、保护湘江母亲河、美化湘江母亲河的征
程才刚刚起步。
前人说过，行百里者半九十。大家都知
道这句富含哲理的话是在告诫我们， 凡事
不可沾沾自喜，更不能半途而废。所以在船
泊衡阳、“保护母亲河·妙盛湘江行” 漂程过
半时，我们不能有半点松懈，要一鼓作气地
将环保公益事业进行到底。
■蒋文（活动组委会新闻中心主任）

想家， 但是有这么多志同道合的人
在一起，还是挺开心的。
从起漂以来，这样一次壮举就一
直牵动着网友的心。中秋前夕，上百
名网友以诗词的形式向漂流勇士们
发来祝福。晚会现场，李兵、YOYO等
湖南电视台主持人送上语音问候。
几名船员及志愿者家属的出现将现
场气氛推向了高潮， 亲人们相拥而
泣，场面温馨感人。
■记者 文杰

漂亮的河流是一笔财富
此次漂流活动备受关注，不仅仅因为漂
流勇士们的壮举，更因为它承载的是三湘儿
女热爱母亲河、 保护母亲河的拳拳之心。长
沙县冬泳协会会长江波就是抱着想看看母
亲河到底有多美丽的想法来参加此次漂流
活动的。然而，一路漂来，他的心情也越来越
沉重。
“白色垃圾，企业排污，农业污染，无序
挖沙，电打鱼，让母亲河伤痕累累。”江波说，
漂亮的河流是一笔财富， 不能为了眼前利
益，而牺牲子孙后代的利益。
在当天的欢迎仪式上，环保志愿者们也
展示了一路拍摄的照片。 随着漂流的推进，
大美的湘江，将面临越来越多的威胁。

声援

书法名家挥毫泼墨助阵湘江漂流
“漂流勇士们的行为，体现了湖
南人敢为天下先的担当精神。”9月
13日上午， 省内14名书法名家齐聚
衡阳， 为湘江全流域漂流活动挥毫
泼墨。
“作为文艺工作者， 我们应该
大 力支 持保 护 湘江 母 亲 河 的 公 益
环保活动。” 省书协主席何满宗希
望能借这个机会，歌颂我们的母亲
河，为 漂流 勇 士们 加油 鼓 劲。据 何

首台PTC联合超微腔镜技术疏通双侧输卵管成功助孕

3年不孕的她有望做妈妈了
本报9月13日讯 昨日，武警湖南省总队
医院妇产科成功完成首台PTC联合超微腔
镜疏通输卵管技术， 为一名3年不孕的患者
成功疏通了两侧堵塞的输卵管。 据了解，患
者手术后只需在医生指导下进行规范治疗，
不久就有望做妈妈了。
据悉， 患者陈女士曾在11年前做过一次
人工终止妊娠手术。3年前结婚后， 她想要个
孩子却一直未能如愿，眼看年龄已过30岁，她
非常着急。不久前，在朋友的推荐下，陈女士
来到武警湖南省总队医院妇产科就诊。 经科
主任刘芳检查后发现， 陈女士左侧输卵管间
质部堵塞，右侧输卵管积水并合并盆腔粘连。
针对患者的病情， 刘芳主任决定联合放射科
一起为陈女士实施手术。手术于昨日上午9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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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 先由放射科行左侧输卵管PTC疏通术，
然后在超微腔镜下行右侧输卵管整形术及盆
腔粘连松解术。经两科联合治疗后，陈女士两
侧的输卵管得到疏通，提高了受孕几率，使3年
■通讯员 唐敏
不孕的她有望做妈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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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宗介绍，为声援此次湖南人首次
全程漂流湘江母亲河活动，省书协
特意召集省内14名知名书法家，并
连夜赶制了一幅长30米、宽0.6米的
书法长卷。
活动现场， 书法名家们欣然挥
毫泼墨，或自创词作，或临摹经典诗
词， 纷纷表示要为保护湘江母亲河
贡献自己的一份心意。
■记者 龙腾

民族团结进步教育

湘西将建文化生态保护区
本报9月13日讯 湘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是我省土家族、苗族的主要聚居
区， 其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十分丰富。
记者日前从该州文化局了解到，该州将
出台《武陵山区（湘西）文化生态保护实
验区总体规划的实施方案》，争取用3到
5年时间， 将湘西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
区建设为文化生态保护区。
为了更好地挖掘、保护和传承濒危
具有历史价值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从
2005年，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完善了
保护机制，先后投入普查经费500余万，
普查3200项。并出台了一系列非物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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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遗产保护政策法规。
目前，该州已有苗族鼓舞等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4个， 乾州春会
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50个 ，河
溪香醋等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190个；拥有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18
人，省级非遗项目传承人24人，民间工
艺大师30名。 龙山县、永顺县、吉首市
保靖县纷获“全省非遗保护十强县”，
土家族织锦技艺、苗族四月八、湘西苗
族鼓舞被评为“全省十大最具魅力非
遗项目”。
■记者 胡信锋 实习生 彭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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