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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洞庭“神雕侠侣”风雨同舟护候鸟

去年20万只候鸟到访湖区 志愿者获第三届护生功德奖
飞鸥撒浪三千里，暮草摇风一万畦。黛色浅深山远近，碧烟浓
淡树高低。四月的南洞庭湖，风光正好。
“这些年来，南洞庭的候鸟
更多了，湖水更绿了。”面朝洞庭美景，张建雄感叹道。
张建雄志愿护鸟已有近10个年头， 他和妻子聂敏自2016年
起，不论天晴下雨、严寒酷暑，一直坚守在南洞庭湖白鹭保护站和
青头潜鸭保护站，守护候鸟，被称为南洞庭湖的“
神雕侠侣”。
4月10日上午，由湖南省林业局支持、湖南省环保志愿服务
联合会主办的第八届湖南省护鸟营项目暨第三届“圣辉·护生功
德奖”颁奖典礼在湘乡市举行，拉开了今年全省“候鸟守护者”为
候鸟迁徙保驾护航的序幕。聂敏作为10位志愿者之一，获得了这
一届的护生功德奖， 而丈夫张建雄是上一届获
奖者之一。
■记者 和婷婷

湖南苏宁
智慧云仓正式亮相
日处理包裹可达100万件

候鸟过冬季节，每天划船巡护9小时
“那是青头潜鸭繁殖的水域，
去年10余只青头潜鸭在这待了两
个多月呢。”张建雄指着远处比划
说，青头潜鸭是濒危级水鸟，全世
界仅存500余只。
“现在蒸钵湖这片水域大概
有3000只候鸟，有凤头潜鸭、绿头
鸭、大白鹭、苍鹭等。2018年整个
洞庭湖流域大概有20万只候鸟到
访。” 张建雄告诉记者，2009年他
刚开始护鸟时，每天都有100多人
在违法打鱼打鸟， 到2017年基本
就没有人打鸟了。
护鸟人每年的8月到次月3月
最辛苦， 候鸟过冬要加大巡护力
度和巡护面积。“到时我们就住在
船上，早上7点出发，从五门闸至
漉湖或者从大寨堤至铁板桥，下
午4点左右返程。”

▲头上简约的白色头
纱，丈夫扛着单筒望远镜，这
对夫妻就连婚纱照都有着返
璞归真、与众不同的诗意。
晚稻 摄
大白鹭在南洞庭湖“
跳舞”。
晚稻 摄

▲

换上靴子， 背上单筒望远
镜， 备好干粮……每天早上7
点， 张建雄就和妻子聂敏从沅
江市南大膳镇北大市村的家中
出发， 开车到位于南洞庭的白
鹤守护站开始一天的巡护。
“这次下湖主要是查看之
前观测的几个候鸟守护点的情
况， 检查候鸟栖息地水域水
量。”4月3日上午， 张建雄看着
湖面的飞鸟说，“夏季巡护工作
相对轻松， 每天只需要花两三
个小时就行。发现有人打鸟，就
向森林公安举报。”
下车取样测水质， 用望远
镜确定候鸟数量， 沟通候鸟守
护者的巡护情况， 张建雄时不
时给身边的妻子送上一个满是
爱意的微笑。

“这不是做南北货生意，这是传承”

8旬爹爹坚持每天
做豆腐“犒劳粉丝”

妻子由反对变支持 船头多了一抹身影
“神雕侠侣” 的护鸟缘，要
从张建雄2008年返乡说起。
“2009年我就到南洞庭一
边护鸟一边当非专业渔民。”每
年只有两三个月是合法捕鱼
期， 其余时间张建雄全身心地
投入到护鸟工作中。
“2015年之前，我都反对他
护鸟，没少给他使绊子。”聂敏
告诉记者， 一方面是担心丈夫
的安全问题， 另一方面是埋怨
他倒贴钱做环保。“每年倒贴上
万块是有的。家里不富裕，也是

靠种地和捕鱼过营生。”说起这段
过往，聂敏显得很不好意思。
时间久了， 聂敏被张建雄的
坚持打动， 慢慢也开始对护鸟动
了心。2015年，她也成了一名候鸟
守护者。
从此， 去往湖心的船头多了一
个身影，夫妻俩夫唱妇随，从护鸟营
发展志愿者到成立青头潜鸭守护站，
年累计完成日常巡护300多次，打击
电鱼37人次， 阻止捞螺丝和非法放
牧60多次，配合环保志愿者调研生
活污染和农业面源污染6次。

政府重视，百姓意识提高 环保大环境越来越好
长年累月的风吹日晒，39
岁的聂敏肤色偏黑，脸颊有不少
皱纹，但眼神清澈，笑容恬静。
“现在环保大环境越来越
好了。”聂敏感叹道，老百姓的环
保意识逐步提高，政府对环保志
愿者也越来越重视。“以前白鹤
保护站未通水电， 物资也缺乏，
冬天护鸟很辛苦。 现在有了资
金，站里条件越来越好了。”
“神雕侠侣”只是湖南千千
万万环保志愿者的一个缩影。
湖南省环保志愿服务联合
会会长何建军介绍，“候鸟守护
者”行动网络升级组建以来，发
展营站队15个。 政府力量与护
鸟营等民间力量有效互补，执

法监督与科普宣传双管齐下，成
为我省鸟类保护一大亮点， 探索
出“政府-主管部门-社会各界”
合作保护的模式， 促使我省在鸟
类等野生动物保护工作上取得显
著成效。
“针对我省护鸟取得的成绩
和存在的问题， 接下来将从下沉
营级职能，完善队伍体系建设，加
强‘政府-民间-企业’协同作战
能力，以‘1+N’形式夯实全国大
学生护鸟营队伍建设和发展，加
强传播矩阵和品牌建设， 重点支
持和开展‘打击候鸟及野生动物
非法买卖行动’ 等五个方面开展
候鸟保护工作。”湖南省护鸟营总
营长盛凯说。

豆腐这一中国传统美食
在民间可谓是家喻户晓，做豆
腐则是一门有着二千多年历
史的传统老行当。
在距离宁乡城区80公里
的沩山乡集镇上， 有一家没
有招牌的豆腐坊， 当地人都
称其为“贺记豆腐”。这间豆
腐 坊 的 主 人 贺 建 胜 已 经 79
岁， 每天仍然坚持像过往几
十年一样，起早摸黑做豆腐，
为的就是让“粉丝”们吃到那
个传承百年的味道。

一桌豆腐耗时三四小时
4月6日， 清明小长假的
第二天。 与往年清明时节雨
纷纷的情景不同， 当天长沙
的最高气温37℃。 森林覆盖
率占95%的宁乡沩山却显得
清凉不少， 但却有人也着起
了夏装。他就是贺建胜。
“
手工磨推一桌豆腐起码
要三四个小时， 石磨磨豆子
是体力活。”贺建胜说，与流
水线生产出来的豆腐相比，
他家豆腐石磨磨浆， 柴火烧
浆， 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黄豆
的原味。因为保质期短、传统

工艺繁琐， 手工加工豆腐的
人越来越少，如今在沩山只剩
下贺建胜一家仍在坚持，而多
年来，为了不损“贺记豆腐”这
块“
金字招牌”，贺建胜对品质
的要求近乎执拗，“开始学打
豆腐的时候， 做坏的自己吃，
有味道就倒掉， 绝不卖给别
人，砸自己招牌。”
凭着诚信经营 跟 手艺 ，
贺家父子拥有大批“粉丝”，
十里八乡的乡亲们没有谁不
知道贺建胜做的沩山豆腐。

想把这手艺传承下去
一年到头， 贺建胜没有
空闲的时候。尽管生意火爆，
豆腐的售价并不高， 多年下
来，也没赚多少钱。
“一年总收入大 概 二三
万，这和做南北货生意性质不
一样。”贺建胜说，他一天20斤
豆子，一百四五十元豆腐。
“我快80岁了还坚持，除
了技痒， 更多的是想把这手
艺传承下去。” 贺建胜说，古
人称赞豆腐有“和德”，吃豆
腐的人能安于清贫， 而做豆
腐的人更懂得顺其自然。
尽管每天做豆腐很辛苦、
很枯燥，挣得也不多，可他还
是想把这项传统手艺继续做
下去，让更多人品尝到记忆中
的美味。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蔡臻 任铁

历经十个月的建设， 总投资11
亿元的湖南苏宁云仓项目现已进入
最后现场梳理的阶段，预计于4月20
日交付试运营。今后，苏宁云仓将为
整个三湘地区， 乃至华中地区的苏
宁物流运输带来积极而重要的推动
作用， 为消费者带来更加便捷的购
物体验。
作为服务整个湖南的物流中
心， 湖南苏宁云仓实现了高度自动
化、无人化、数据化、智能化，加上后
期天天快递湖南总部的入驻， 日处
理包裹最高可达100万件。云仓增强
了湖南苏宁在仓储、干线、末端等方
面的快递网络资源， 苏宁的智慧云
物流平台将汇总湖南消费大数据，
生成湖南人最爱买的产品清单。届
时，长沙市民“上午下单下午收货”
■经济信息
将成为常态。

家电界的
“偶像实力派”
——
—松下ALPHA阿尔法洗
衣机
现代人的品质生活， 多半与家
电有关。像料理机、洗碗机、洗衣机、
微波炉这类功能性家电， 目的就是
解放人类的双手， 为用户节省更多
精力和时间。 但在满足使用功能的
基础上， 如果可以给用户带来美的
感受，提升家居格调，自然是更好的
选择。松下ALPHA阿尔法洗衣机源
自真材实料，汇集尖端制造，更在设
计上去除所有冗余元素！
包豪斯、保时捷设计、五点式悬
挂避震……这些通常运用在高级跑
车上的元素和符号， 如今却出现在
松下联袂保时捷设 计打 造 的松 下
ALPHA阿尔法洗衣机上。 据观察，
这款洗衣机拥有极简的正立面，特
制高级铝材机门框、 无极阻尼操控
旋钮和高档不锈钢箱体浑然一体，
五炮筒仪表盘UI设计与纯平浮法玻
璃打造的机门窗相得益彰， 简洁时
尚，品质尽显。
为了匹配“高颜值”，松下将产
品的性能也做到极致， 轮毂式滚筒
设计，结构强悍，匹配1600rpm行业
超高转速， 展现卓越洗涤性能。同
时，借鉴高级跑车悬挂避震系统，多
达五点支撑， 搭配CBB滚珠离心平
衡轮、金属平衡块，即使在超高速运
转下，也能有效过滤振动，保持平稳
安静。而自动弹开式“呼吸”机门开
创性运用高级汽车天窗原理， 使整
机姿态从容优雅， 自动保持筒内干
爽，让洗净衣物也能获得悉心呵护。
据了解，松下ALPHA阿尔法洗
衣机应用了nanoeX纳米水离子技
术、Ag+光动银双重除菌技术、双极
除螨技术等先进科技， 为用户创造
更高水准的健康洗涤体验。 值得一
提的是，nanoeX纳米水离子技术释
放出的纳米水离子， 可渗透至纤维
深处，有效除菌。
■经济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