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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自然之美，享受健康人生系列纪实

雪花自然之美凤凰古城体验之旅

9 月 13 日，“雪花自然之美
体验之旅” 携 30 名中奖消费者，
踏上了“雪花自然之美体验之旅”
的第二趟旅程。 来自湖南各地的
雪花自然之美消费者在长沙集
结， 整装前往这由消费者票选出
来的， 曾被新西兰著名作家路易
艾黎称赞为中国最美丽小城的最
美湖南景点之一的凤凰古城。

“雪花自然之美体验之旅”是
由雪花啤酒以寻找湖南最美自然
旅游景点为起点， 结合湖南娱乐
特性和旅游经济热点， 开展以旅
游娱乐为主题的品牌推广活
动———只要消费者整箱购买“雪
花自然之美”系列产品，就可获得
特步品牌运动套装和到 6 个最美

湖南景点之一免费旅游的双重中
奖机会。前期，雪花还开展了湖南
最美景点评选活动。 其中， 张家
界、凤凰古城、岳阳楼、爱晚亭、橘
子洲、衡山，6 个景点以绝对的优
势， 高票当选湖南最美景点的称
号， 凤凰古城以 17232 票当选湖
南最美景点之一。 这 6 个景点也
正式成为本次雪花消费者体验之
旅， 中旅游奖的消费者可选的最
美湖南景点。

9 月 13 日早上 7 点，30 名消
费者在长沙集合上车， 开始向古
城进发。 这一趟愉快的湘西凤凰
之旅， 沿途湘北美丽的田园风光
和湘西神秘的自然风景让所有人
都目不暇接，“真有一种车在景中

行，人在画中游的感觉。 ”来自长
沙的刘小姐说，“以前我也参加过
一些免费旅游的活动， 但这次感
觉截然不同， 以前就只是纯粹的
旅游，这次，我是带着任务来的，
代替所有为凤凰投票的朋友们，
欣赏、享受这神秘的湘西美景。这
是为我们湖南的美景做宣传，雪
花自然之美就是代表湖南的一张
名片， 希望这张名片能把湖南美
景带到全国各地， 让大家都来看
看湖南的好山好水。”雪花自然之
美通过这次的活动， 不仅把湖南
的美景传播到了各地， 更是把一
种湖南的文化和雪花文化融入到
了一起， 并且实实在在的将这种
传递健康、 享受自然的精神能量
投射到了消费者心里。

作为一座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凤凰的风景将自然的、人文的
特质有机融合到一处， 透视后的
沉重感也许正是其吸引八方游人
的魅力之精髓。 古城建于清康熙
年间，这颗“湘西明珠”是名副其
实的“小”,小到仅有一条像样的
东西大街， 可它却是一条绿色长
廊。这条绿色长廊，承载着自然之
美体验之旅的消费者心之所向，
更向人们传递着享受自然之美，
享受健康人生的健康理念。 雪花
在这里留下的脚印， 将随着这源
源不断的沱江水， 流淌成另一个

动人心弦的故事。
“这场旅行让我印象深刻，也

让我对自然之美所要传达的“享
受自然之美，享受健康人生”的理
念有了一种醍醐灌顶的全新认
识。以前我太忙于工作，对家庭和
家人都关注的太少， 浪费了很多
大好时光， 谢谢雪花啤酒举办这
个活动， 让我有机会能和爱人好
好相处。 ”旅途中，一对年近 50
岁， 头发花白的夫妻让笔者印象
非常深刻。一路上，刘先生都握着
妻子的手， 像新婚夫妻一样的幸
福感围绕着他们。 自然之美呼吁
大家在忙碌的工作中， 找到自己
心之所向， 不要因为忙碌的工作
忽略了身边最美的人、事、物。

“我觉得篝火晚会非常不错，
以前从未有过这种体验， 很亲切
放松。不管互相是否认识，大家手
牵手跳舞唱歌，职场上的忙碌、应
酬都变得好遥远。”李小姐是一位
刚毕业不久的职场新人， 她跟笔
者说，“我读书的时候是学校摄影
协会的， 去年还报名过古建摄影
比赛的活动，只是没拿奖啦。 ”说
到这， 她颇不好意思的抓抓头。
“这次能来参加自然之美体验之
旅真的很开心， 雪花一直在提醒
人们享受自然、关注历史、关注环
保……给人向上的感觉， 也让我
在一种放松的状态下汲取了更多

的知识和勇气。 ” 又是一年毕业
季，刚刚踏入社会的大学生，面临
着不小的工作压力， 自然之美不
仅鼓励人们享受自然之美， 更要
传递一种健康的心态， 以积极向
上的心情迎接人生的新篇章。

凤凰古城，是这次“自然之美
体验之旅”的第二站。跟张家界不
同，这里没有巍峨的高山，没有险
峻的奇峰， 有的是湘西独有的一
种神秘气息和少数民族特有的热
情好客。 这里的吊脚楼让你不敢
大声喧哗， 生怕惊扰了这一方安
宁；这里的苗家人热情好客，让你
留下了就不想离开。 这就是自然
之美，与勇闯天涯不同，雪山、攀
登在这里都要停下来； 这就是雪
花啤酒，鼓励你勇往直前，也要适
时的放松。

从张家界，到凤凰古城，虽然
一路上风景不同、体验者不同、心
境不同， 但雪花自然之美想要传
递的“享受自然之美，享受健康人
生”的理念是一样的。湖南人敢拼
敢闯，性格刀刚火辣，这一股霸蛮
不服输的精神让很多人佩服不
已，然而，雪花希望大家能在忙碌
的工作中偶尔停下来， 看看沿途
风景，体验美好生活，享受自然之
美，享受健康人生。“自然之美体
验之旅”将在 11 月载着更多湖南
人民体验湖南美景。

本报10月14日讯 14日凌晨
5点，京港澳高速潭耒段冠市镇收
费站往北6公里处发生一起事故，
三辆重型拖挂车连环相撞追尾，
事故造成4人被困， 其中1人死
亡。

在事故路段行车道上， 三台
重型拖挂货车依次追尾， 后面两
台车辆车头严重变形， 中间车辆
内两名被困人员已经被现场群众
救出，送往医院急救；最后一台车
辆， 主驾驶位置一名男子腰部以

下被死死卡住， 该车副驾驶室还
有一人，生死不明。

衡南县消防接警后调集12名
消防官兵、 两台消防车火速赶往
事故现场救援。10分钟后， 抢险拖
车到达后，利用自身拖挂系统依次
将前车和中间车辆拖离现场。经
过约20分钟的紧张施救， 腰部被
卡男子受伤较轻被顺利救出，副
驾驶室人员经医生鉴定已经身亡。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徐德荣

通讯员 宁翔 万全

本报10月14日讯“因为
对心理健康问题的不了解，很
多病人延误了治疗。” 今天上
午，株洲市启动社区心理咨询
室的试点工作， 此次试点，株
洲市卫生局授牌在响石、嵩
山、金山、龙泉四个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设立了心理咨询室。

专家组组长、株洲市三医
院副院长陈湘清告诉记者，一
份不完全统计显示，该市存在心
理问题的人约占10%，由于人们
对心理疾病的忽视， 大部分患
者未得到及时、正确的治疗。

情绪悲观
易致心理问题

目前， 社会处于转型期，
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凸显碰
撞，使人们内心产生不少困惑
和不满情绪，导致轻度的精神
疾病，抑郁症、孤独症、焦虑症
等心理障碍疾病患者日益增
多。“抑郁症是比较高的，占到
7％到8％左右。”陈湘清介绍，
在日常就诊中，抑郁症患者最
为常见，“一个人情绪悲观，就
很容易在心理上出现问题。”

陈湘清说， 现实生活中，
大部分人忽视了自己的心理
健康问题， 即便是出了问题，
也因没有畅通的治疗渠道，延
误了病情，“像陈老就是因为
没有看对病，到综合医院看的
内科。”

他提醒，市民一旦发现心
理、身体异常，首先要求助专
业机构，得到药物治疗、心理

咨询服务；其次向亲朋好友倾
述，以得到精神支持；此外，要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对自己
有信心，适当参加一些户外活
动。“每天一起来，在心底暗示
自己一天比一天好。”

株洲所有社区
或有心理医生

“人们心理问题的形成，
虽然源于社会的大背景，但大
多集中表现在社区。” 株洲市
卫生局副局长刘建军说，该局
今年8月制定出台了《心理咨
询进社区活动实施方案》，决
定通过先行试点，逐步推广至
全市，“明年要做到覆盖全市，
每一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
建有心理咨询室。” 株洲市将
主要借助株洲市三医院（株洲
市唯一以精神专科为主的市
属综合性医院） 的专业优势，
请专业心理医生介入社区心
理咨询服务工作。

但陈湘清似乎不太乐观，
他说，这的确能推进工作的开
展，但关键是居民要提高对心
理健康问题的重视。

今天上午，记者在响石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看到，只有一
名居民前来进行心理咨询。社
区服务中心主任尹雪生说，虽
然以前中心也进行过心理咨
询工作，但主要对未成年人进
行心理咨询，鲜少介入居民的
心理健康治疗。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李永亮

通讯员 谭德伟

臆想症患者四处求诊肝胆全误割
株洲拟在全城各社区推心理咨询室：目前近一成人有心理问题

陈老曾是一名处级
干部，从领导岗位上退休
后，他心情欠佳，备感郁
闷。

几年前，他开始觉得
肚子疼痛，于是到各大医
院就诊，经检查身体未发
现异常。但陈老仍觉得周
身不舒服，在家人的陪同
下，他跑遍了国内各大医
院。“光病历都有半米多
厚，病还是没治好。”

经人介绍，陈老来到
了株洲市三医院，经副院
长陈湘清和医院专家会
诊后发现，其存在严重的
精神问题，为典型的抑郁
症患者。“其实，肚子疼痛
只是他的臆想。 可惜的
是， 这个时候他的胆囊、
肝等一些好的脏器都被
手术割掉了。”

经过药物、 心理治
疗， 陈老的病情很快好
转，只需要晚上睡觉时服
一点药。

数年跑遍全国医院
臆想致肝胆全割

… 事例

生死救援！三辆重型挂车追尾
事发京港澳高速潭耒段，1死3伤

消防人员正在对被困司机进行施救。 通讯员 万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