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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5人当选“最美生态环保志愿者”
他们中有义务护鸟21年的“鸟叔”、保护湘江的“绿色卫士”

图片·新闻

本报6月2日讯 近日，生态
环境部、中央文明办公布“美丽
中国，我是行动者”2019年百名
最美生态环保志愿者名单。其中
5名来自湖南。

他们是：长沙市青山绿水环
境保护志愿者协会的陶桂萍，汝
城县志愿者联合会、湖南省绿色
卫士汝城大队的朱硕杰，长沙市
第一中学学生曾晨希，澧县梦溪
镇彭家厂村村民谭敦双，长沙市
雨花区洞见公益文化发展中心
的张建伟。

陶桂萍凭借一支笔、一部相
机， 自筹3万元，2008年起在浏
阳市发起“青山绿水行动”。
2012年注册成立长沙市青山绿
水环境保护志愿者协会。10余
年来，她带领协会成员走临街铺
面、入居民小区、访背街小巷、探
乡村山野，引导1200多户家庭、
3000多人参与环境保护。

61岁的朱硕杰曾荣登“中
国好人榜”， 在汝城的大江小
河、排污口、饮用水源地、村庄
原野、乡镇集市，常能看见他的
身影。2014年底，他被聘为湖南
省保护湘江“绿色卫士”，近年
带领志愿者开展了“湘江守望”

“环境记录”“绿色传播” 系列志
愿服务活动。

曾晨希在初中时期联合6名
团员青年，发起成立走读湘江环
保公益社团， 连续3年利用暑假
走读湘江，行程6000多公里，完
成近3万字的专题调查报告和
走读日记，深入社区、学校、单位
宣讲湘江保护。她先后获评中国
第八届“母亲河奖”、2018年度
中国最美中学生标兵。

谭敦双被大家称为“鸟
叔”。21年来，谭敦双作为义务
护鸟员， 几乎每天进山巡护，
自费在山边、路口树立禁猎和
保护鸟类的宣传标语。在“鸟
叔”带动下，当地群众护鸟意
识提升， 生态环境越来越好，
每年多达5万只候鸟在镇上的
山林栖息。

作为一名保护湘江“绿色卫
士”， 张建伟近年先后策划执行
了“湘江全流域环保漂流”“浏阳
河全流域环保漂流”以及“鸟瞰
一湖四水”绿色卫士记录者在行
动等活动，拍摄、记录大量影像、
视频，呼吁社会各界关注水资源
保护。

■记者 曹娴 通讯员 文萍

本报6月2日讯“我们承诺和倡议，一起做生态文明的倡
导者、传播者和行动者……以青春之我创造美丽中国。”今天，
“美丽中国·青春湖湘”———湖南省高校生态环保社团发展论坛
暨“绿手帕365全球公益行动进校园”活动在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举行，全省20多位高校社团代表发出湖湘青年环保倡议最强音。

高校环保社团不仅承担着在校园传播环保意识的重要职
责，还肩负着向社会输出环保人员的重要职能。

省环保志愿服务联合会会长何建军介绍，全省环保类组织
中高校社团所占比例超过50%， 搭建社会各界参与环境保护的
平台一直是联合会的使命。“通过本次论坛， 我们将搭建好政府、
学校、青年学生和社会组织的交流平台，助力湖南生态环境事业的
发展，为建设美丽中国、美丽湖南承担起时代赋予的使命。”

据悉，此次活动由中国绿化基金会绿手帕基金、省生态环
境厅宣传教育与对外合作处、 共青团湖南省委员会学校部、湖
南绿色发展研究院、省环保志愿服务联合会联合举办。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谢雯港

本报6月2日讯 一套基
于超算的鹰眼系统， 可以进
行实时金融风险防控； 一款
人工智能空气质量预测系
统， 可以帮你规划污染最小
的运动路线； 一个包裹着板
栗、 浑身是刺的板栗壳斗可
以做成环保板材……今天，
第十三届“挑战杯”湖南大学
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在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落下帷
幕。 在这场被誉为当代大学
生科技创新的“奥林匹克”盛
会上， 湖南大学生研发展示
了许多“脑洞大开”的创新项
目， 让人眼前一亮。

“鹰眼系统”盯金融风险

银行及保险等金融行业
往往需要对企业进行详细调
研及风险预估， 并给出风险
预警报告， 但这个人工的过
程不但耗时长，信息滞后，也
并不十分精准。 湖南大学徐
永宝等同学在老师陈浩文博
士的指导下，研发了一套“基
于超级计算的金融大数据风
控鹰眼系统”。 这个强大的
“鹰眼系统”可以智能挖掘海
量互联网数据进行实时金融
风险防控， 企业的任何信息
都可以在系统上实时显现，
并通过技术进行风险评判，
结合风控专家经验， 可以智
能生成风险评估报告。 这样
一来， 金融风险可谓无处遁
形。在本届“挑战杯”上，该作
品获得特等奖。

气质预测规划少污染路线

中南大学学生徐贇妍和
团队研发的一套“空气质量

预测系统” 同样在比赛中表
现不俗。她介绍，对众多市民
而言， 空气污染指数是个抽
象的数据， 仅仅只能判断空
气污染严重与否。 这款基于
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的空气预
测系统， 可以实现为大家提
供最精准的空气质量预测指
数， 甚至可以为市民规划污
染最小的运动路线， 帮助提
升外出锻炼的健康质量；还
可以在节假日来临前， 帮大
家制定污染最小的游玩路
线。

板栗壳斗做成环保板材

在进行室内装修时，人
们往往都会选择低甲醛或无
甲醛产品。中南林业科技大
学梁佳音、吴樱和王思航在
研发过程中发现，看上去长
满刺且毫不起眼、在板栗采
摘过程中被燃烧或遗弃的
板栗壳斗，居然含有一种少
有的鞣酸成分， 这种鞣酸单
宁能够与甲醛反应，降低甲
醛释放量。“我们尝试用板
栗壳斗与杨木刨花进行混合
的方式制造板材， 结果甲醛
释放量有明显下降， 这样的
结果让人惊喜。”梁佳音告诉
记者，通过比赛，自己实现了
专业和实践完美结合， 收获
颇丰。

据悉，本届“挑战杯”由
团省委、省教育厅、省科协、
省社科院、省学联共同主办。
自今年3月启动以来，共有来
自全省36所本科高校共276
件作品入围哲学社科类、自
然科学类、 科技发明制作类
竞赛决赛。

■记者 黄京

本报6月2日讯 如何做个不焦虑
的家长？昨日，“新教育、新变革、新理
念———2019校长论坛” 在长沙举行，
我省四位知名中学校长坐而论道，和
现场超过500名家长一起探讨新的教
育观念和方法。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很多家长的
“教育焦虑症”可谓无处不在———考试
成绩下滑了、不喜欢上语文课、招生政
策调整等等， 都会让家长觉得背负了
重重压力。

在青竹湖湘一外国语学校校长武
建谋看来，家长要学会换位理解孩子、
尊重孩子， 而不是从早到晚每件事都
给他（她）安排好。“与其每天对孩子
怒吼，不如做一个倾听者，学会陪伴。”
武建谋认为， 家长可以给出具有借鉴
性的意见， 但绝不是规定和安排。“家
长自己先放下焦虑，静待花开。”

明德华兴中学校长许韶歆希望家
长理解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的难处，多
些鼓励少些责备； 建议各位初中阶段
的家长“爸爸前进一步、 妈妈后退一
步。家长们用智慧与爱去成就自己，成
为一名幸福的家长。”

很多孩子从小学到初中会出现不
适应、成绩下滑的现象，对此，湘郡培
粹实验中学校长王秋云认为， 家长们
完全不用“如临大敌”、各种施压，“这
个时候，应该主动做孩子的知心朋友，
遇事多和孩子商量，正确引导。”

新高考带来的变革， 也让许多家
长焦虑。 有家长现场提问：“都说以后
语文科越来越重要， 到底应该怎样学
呢？”对此，怡雅中学校长王良认为，语
文不能靠刷题来提分， 建议学生们不
要扎在题海当中，要热爱生活、学会投
入和专注， 同时要努力提高逻辑思维
能力。 ■记者 黄京

全省高校环保社团发展论坛举行

“挑战杯”落幕，来看湖南大学生“脑洞大开”的作品

帮你“定制”空气最好的运动路线
如何做个不焦虑的家长？
听听名校校长怎么说

航模竞赛
放飞梦想

6月1日，湖南省
青少年“飞向北京·飞
向太空” 航空航天模
型教育竞赛在长沙航
空职业技术学院开
幕， 来自全省多个市
州的242个参赛学校
和单位的3933名选
手参加了比赛。 比赛
现场，近4000名小选
手冒雨奔向赛场，放
飞梦想。

通讯员 杨云鹏
记者 黄京 摄影报道

本报6月2日讯 5月29日，
城步苗族自治县茅坪镇金兴村
居民杨昌茂巡山时，意外发现一
块弥足珍贵的护林四方碑。这块
碑在一棵需4个成年人手拉手方
能合抱的赤皮青冈（俗名红椆
木）下面，由于年代久远，碑文
已有些剥落模糊， 但“前人栽
树，后人乘凉，椆树族人不得砍
伐……”等字样仍可辨认出来。

这块碑高1.36米、宽约0.45
米，四面都有文字，截面呈长方
体， 青石材质。 据当地村民介
绍，这是一块生碑，是杨氏宗族
训示族人封禁森林的石牌。立
碑时间为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

年)，距今已347年。碑文背后，有
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清康熙
初年，京凉杨姓延楚、延汉、延
爵三兄弟后裔因后山那片“古
木箐林”权属对簿公堂。诉讼结
束后， 家族长老请来石匠刻石
立碑，规定禁伐范围，要求族人
在禁伐范围内不得砍伐活立树
木，违者将受到“罚跪”“罚粮”等
族规制裁。

据了解，赤皮青冈只在我国
长江以南少数地区幸存。 近年
来，城步对全县古树名木进行了
普查，实行挂牌保护。目前，已对
6.2万余棵古树名木实行管护。
■记者 肖祖华 见习记者 肖霄

城步发现清初护林四方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