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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帅气西装的新郎， 一身洁白婚纱的美丽新娘，
背景不是蓝天白云或绿水青山， 而是湘江排污口。5年
前，照片上洁白的婚纱与泛着泡沫的排污水，形成的鲜
明对比刺痛了人们的眼球。

5年后，同样的位置“故地重拍”，婚纱照已变全家
福，照片中水清草绿，一家四口笑靥如花。

7月8日， 照片的主人公———湘潭环保志愿者迪迪
（化名）向记者讲述了两张照片的故事。

■记者 和婷婷 实习生 刘敏媛

水为证，两张照片述说母亲河“蝶变”
在5年前拍婚纱照取景的竹埠港排污口再拍全家福 以前江水泛着泡沫，如今水清草绿

本报7月8日讯 利用物理原
理杀虫，完全不产生农经残留也没
有化学毒素挥发； 特色农产品
Ｏ２Ｏ融合电商平台方便地为贫困
户销售产品……7月7日、8日， 第三
届“中国创翼”创业创新大赛长沙市
选拔赛复赛开幕，106个各具特色的
创新创业项目开展激烈角逐。

此次比赛由长沙市人社局、发
改委、 科技局等部门联合主办，由
长沙市创业指导中心承办。长沙市
创业指导中心主任陈西介绍，经过
复赛的激烈比拼，这106个来自现
代农业、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移动
互联网、大数据、新能源及生物医
药等多个行业项目将争夺20个进
入决赛的名额，其中创新组和创业
组各10个。

比赛现场，长沙一家农业科技
公司一个被称为“可以喝的农药”
项目引人关注。 该公司负责人介
绍，这项技术可以从源头上杜绝二
次污染的新型（无残留）农药研究
及应用，相较传统的化学农药有三
个优势：一无农药毒素残留；二无
重金属，废水废渣产生，对环境安
全；三无化学毒素挥发。目前，该项
技术已经产生了1000多万元的营
业额，市场前景看好。

复赛分创业组和创新组两组
进行，采取项目路演评分的方式进
行。评分标准突出“创新引领创业，
创业带动就业”的导向，重点关注
项目的创新性、示范性、引领性及
社会价值。在评审过程中，针对“创
新”主要围绕项目的产品、技术、经
营模式、管理方式等评分；针对“创
业带动就业”主要围绕项目直接提
供的就业岗位数量、带动上下游产
业就业规模、吸纳贫困群体或残疾
人就业等方面进行打分。 同时，还
要关注项目带动精准扶贫、促进绿
色发展等内容，并适当关注项目的
商业价值。
■记者王智芳实习生刘颖覃梦娟

瞿魏娟 通讯员 何斌花

本报7月8日讯 6日，由
湖南省环保志愿服务联合
会、 共青团中南林业科技大
学委员会共同主办的以“大
美洞庭，青年在行动”为主题
的公众参与洞庭湖环境综合
治理情况调研活动启动仪式
在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图书馆
前坪举行， 千余名大学生进
行宣誓。

本次公众参与洞庭湖环
境综合治理情况调查队伍
通过初评、培训环节确定了
来自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的
绿源环保协会、 林学院、班
戈学院等11个调研团队。调
研团将前往汉寿、 沅江、华

容等11个洞庭湖周边县，与
当地的政府相关职能部门、
企业、学校、社区等开展访
谈、座谈，了解公众参与洞
庭湖环境保护的渠道 、形
式、政策等情况，同时还将
以问卷调查的形式对当地
群众进行调查，形成各县区
调研报告，东、西、南洞庭湖
调研报告和环洞庭湖调研
报告， 也会将公众参与洞庭
湖环境综合整治情况的报道
分别提交相关的各级政府，
为推动环洞庭湖环境治理建
言献策。
■记者和婷婷 实习生刘敏媛

通讯员 黄量平

湖南拥有5公里以上河
流5341条，常年水面面积1平
方公里及以上湖泊156个。遍
及全省的河湖水系既滋养了
三湘大地， 也对该省环境的
保护和治理提出了严峻考
验。目前，湖南已全面建立起
省、市、县、乡、村五级河长体
系。各单位以河长制为抓手，
以“一湖四水”为主战场，“一
盘棋”推进水污染治理、水生
态修复、水资源保护、水安全

保障，岸线乱建、乱种、乱倒，
水域乱采、乱挖、乱围，污水
直排、偷排、乱排等一批河湖
突出问题得到有效遏制。数
据显示，2017年，湖南地表水
水质监测总体为优，“四水”
干流Ⅰ至Ⅲ类水质断面占
93.6%，同比提升3.9%。

令人欣喜的是， 湖南还将
在2018年底全面建立湖长制，
并鼓励引导企业、 社会组织和
公众共同参与“一湖四水”保护。

【老照片新生活】

106个创新创业项目长沙开赛

“可以喝的农药”
你见过吗

长镜头
多措治水，守护好一江碧水

连线

11支大学生队伍
开展环洞庭湖环境综合整治公众调研

时隔5年，竹埠港排污口发
生了巨大的变化， 迪迪夫妇也
有了爱情的结晶。 如今他们的
大儿子3岁，小儿子已满周岁。

今年4月，迪迪带着妻子和
两个儿子，又来到排污口，拍下
来一张全家福。 照片上夫妻俩
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两个儿子
也活泼可爱， 背景里也不再是
冒着白色泡沫的污水， 而是青
青草地和清澈流水。

“竹埠港以前是污水直排，
修建污水处理厂后， 所有的生
活污水都要到污水厂处理过后
再排放， 所以现在排污口流出
的水变得很清澈。”迪迪说，“排
污口恶臭的气味也没有了，周
围的植物变得非常茂盛， 看到
这样的变化， 心里真的很高
兴。”

现在， 迪迪一家人时常会
到竹埠港排污口看看， 感受环
境整治后的变化。“带着儿子来

这里时， 我会给他讲一些我小
时候在竹埠港玩耍， 以及我当
环保志愿者时发生的事。 我希
望他从小就能树立环保意识。”

如今， 迪迪依然在工作之
余当环保志愿者。“虽然现在排
污口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但还
是要每天监测。” 迪迪告诉记
者， 偶尔还是会遇到一些小问
题，“例如一些排污小管道没疏
通造成污水泄漏， 污水就会直
排进湘江， 或者遇到河边的垃
圾较多的情况， 就要通知当地
的相关部门对排污管道和沿线
垃圾进行处理。”

对于未来， 环保已经成为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水质的总
体提升， 我已经将监督重心从
水污染转移到了大气污染。未
来， 我们环保志愿者也将更关
注企业排污、焚烧垃圾、汽车尾
气、 焚烧秸秆等有关大气污染
的情况。”

迪迪是湘潭一名小有名气
的环保志愿者。 妻子刘源也是
湘潭环保协会的一员。

2013年， 迪迪准备与刘源
举办婚礼，去哪里拍婚纱照？经
过考虑， 两人决定到湘潭市重
点排污口竹埠港拍摄婚纱照。

迪迪告诉记者，2011年，他
和刘源加入了监控湘江重点排
污口的“定时、定点、定人”的保
护母亲河湘江的活动， 他们的
监控观察点就定在了离家约几
千米的湘潭市重点排污口竹埠
港。

竹埠港是多家企业的混合
排污口， 见证了这对新人许多
个监督污染的日日夜夜。

“我主要监督这附近28家
化工厂的排污情况， 在排污口
拍照，取水样检测，如果水颜色
不对或者用PH试纸检测不合
格，就会在网上进行曝光，提报
到当地的环保部门。”为了抓住
企业排污的“黑尾巴”，迪迪曾
连续12天凌晨蹲守排污口，他
的伙伴们亲切地称他为“湘潭
竹埠港的守夜人”。

2013年9月13日傍晚，迪
迪、 刘源和另外两名环保志愿
者在竹埠港14号观察点天星堤
河西竹埠港排污口附近分别拍
摄了涉及水环境、 生态环境等
多个场景的环保主题婚纱照，
希望借此唤起更多人对环境保
护的关注。

婚纱照上，迪迪穿着一身帅
气的西装，妻子则穿着洁白的婚
纱，这样幸福的一刻，背后浑浊
的污水显得格格不入。“拍婚纱
照时的场景，到现在我都记得。”
迪迪告诉记者， “当时排出的
污水中漂浮着白色的泡沫，而且
水的味道很重很刺鼻。”

让迪迪欣慰的是， 经过各
方努力 ， 环境一天天变好。
“2014年，在省政府的统一部署
下， 竹埠港的28家化工企业全
部停产；2016年12月，28家企
业全部搬迁退出。”随着湘潭市
河东污水厂的投入使用， 全市
生活污水得到集中处理， 这其
中也包括竹埠港的化工废水。
“如今的竹埠港终于迎来了美
丽‘蝶变’。”

环保志愿者排污口拍婚纱照

全家福见证，环保的脚步从未停止

5年前， 新娘子刘源穿着洁白的婚纱与新郎迪迪
幸福地牵着手，一边观测水质，一边拿空瓶取样检测
PH值。 受访者供图

5年后，迪迪一家在排污口照的全家福。照片中，排污
口的水已变得清澈，周围的环境也有了很大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