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湖南（秋季）百公里吸引8000多人参与。 承办方 供图

▲队伍之中，一只身穿小马甲还帮主人背着水杯的可爱金毛狗十分惹人注目。
记者 周可 摄

本报11月15日讯 “我们
要以身作则， 努力实现环保社
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 以成功
不必在我， 功成必定有我的胸
怀情怀， 做共建美丽中国的传
播者、行动者、引领者。”11月14
日， 在2020年中华环保社会组
织可持续发展年会暨湖南绿色
发展公益年会上， 来自全国各
地的环保社会组织代表在长沙
发出响亮的“美丽中国，我是行
动者”长沙宣言。

会上，来自湖南、广东、黑
龙江、浙江、厦门等地的社会组
织围绕“美丽中国， 我是行动
者” 开展的候鸟保护、 河流守
护、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等
内容做了经验分享， 守护碧水
蓝天已成为全民共识。

这 次 年 会 同 时 举 办 了

2018-2020年度绿色湘军杰出人
物颁奖典礼。 本次评选由湖南省
生态保护志愿服务联合会主办，
历经网络投票、 专家评审以及来
自全省市州环保社会组织、 高校
社团、基金会、媒体等领域组成的
大众评审团严格评选，最终，10位
在湖南环保公益领域卓有建树的
杰出人物脱颖而出。

10位绿色湘军杰出人物涵盖
了全职公益人、志愿者、公务员、
教师以及企业家， 有在环保行动
一线深入调研的“环保疯子”洪
武，有开创“六位一体西洞庭湖管
理模式”的洞庭之子梅碧球，有研
发处于同行业领先水平的废旧玻
璃处理与综合利用技术的企业家
冯朝辉，有“巾帼英雄”“最美民间
河长”李顺秀。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施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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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月15日讯 11月
14日，2020湖南（秋季）百公里
(以下简称“湖南百公里”)在长
沙启动，8000多名毅行者从湖
南金融中心金融广场出发，沿
湘江大堤一路南行， 奔向终点
湘潭九华湖德文化公园。

带狗、带娃、带音响
相约一起走

浩浩荡荡的队伍里， 既有
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大学生，也
有牵着父母的手坚持自己走的
小朋友， 还有即使爪子磨破也
陪伴主人前行的宠物狗。11月
14日， 三湘都市报记者在毅行
队伍中看到， 不少人将蓝牙小
音响装在背包里， 伴着歌声迎
着太阳一路向南。

来自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的
卢友爱、黄兰萍、柴辉艳、李莹
莹是同一个寝室的室友，4位小
姑娘约好互相加油打气完成
全程。而来自湖南外贸职业学
院的李如意，则是如意地见到
了自己的“网友”们 ，“我们6
个人来自不同的学校，之前互
不认识，报名参加活动后在活
动群里添加了好友， 今天相约
要一起走。”李如意很开心自己
在参加活动之余也结交了几个
好朋友。

队伍之中， 一只身穿小马
甲还帮主人背着水杯的可爱金
毛狗十分惹人注目。“它叫貔
貔，今年3岁。”貔貔的主人朱先
生告诉三湘都市报记者， 虽然
貔貔是个“小姑娘”，但也是个
“运动健将”， 之前还跟他一起
爬过山，“我是第一次参加百公
里活动， 所以想带它一起留个
美好回忆。”行程过半后，尽管
貔貔的肉垫有些许出血， 待简
单处理完伤口后， 貔貔依旧陪
在朱先生身边继续前行。

“妈妈可厉害了，我也要像

妈妈那样坚持。”8岁的张颢译牵
着妈妈辛女士的手， 边走边给自
己打气。10岁的易泓璋和胡彰益
也跟着父母一起， 朝着终点走
去。易泓璋同学是一位运动爱好
者，曾参加过去年的湖南百公里
并走完了全程，同班的胡彰益同
学在他的影响下一起参加了今
年的百公里，“我们一点也不累，
虽然年纪小，但这个活动既能锻
炼身体又能磨炼毅力， 是很有意
义的事情。”

以节水为主题
49岁毅行者最先抵达终点

本届湖南百公里由湖南省体
育局、湖南省水利厅、共青团湖南
省委、湖南日报社主办，华声在线
股份有限公司承办。同时，本届湖
南百公里是长沙市第九届全民健
身节系列活动之一，也是2020年
湖南省规模最大的徒步活动。

与往年的“两天、一夜、三城
市”不同，考虑疫情原因，本届湖
南百公里为50公里特别版， 时间
为1天。

自创办以来， 湖南百公里一
直秉持“保护湘江母亲河” 的理
念， 本届湖南百公里以“节水湖
南，我们在行动”为主题 ，将节
水、护水、毅行融为一体。不少毅
行者自备水杯、水壶，在补给点
按需取水。一天下来，位于湘府
路大桥下的第一个补给点， 只用
了20余桶水。

上午11点38分， 在终点湘潭
九华湖德文化公园， 第一位完成
全程的毅行者廖向前奔跑着抵达
终点。在绕场缓跑了近十圈后，廖
向前接过了工作人员递来的证书
及奖牌，“我就是一直坚持向前
跑，没想到还是第一个。”廖向前
今年49岁，湘潭本地人，曾多次参
加户外活动，“一会儿打算直接坐
公交车回家，得休息会儿。”

■记者 周可 通讯员 周佩

本报11月15日讯 今日，记
者从洋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处
获悉， 为了给游客提供更好的
体验、 更优质的服务，2020年
11月16日至2021年3月30日，
洋湖湿地公园将对公园一期进
行景观提质改造。 施工期间该
区域实行闭园管理， 公园东入
口将暂时关闭， 游客朋友们可
从公园“先导牛”广场入口、南
入口及体育公园入口进入公园
二期、三期游玩。

据记者了解， 此前发布的
洋湖湿地公园景观提质改造（洋
湖国家湿地公园品质提升）一期
工程可研及设计招标公告显示，
洋湖湿地公园设计定位为文化
艺术型湿地公园， 拟倾力打造
“一园三区，洋湖十六卷”特色结
构，其中三区分别为文化型艺术

休闲区、 湿地多样性科普观光
区、花海游憩休闲运动区。

根据招标公告， 洋湖湿地
公园景观提质改造一期工程，
将注重智慧文旅与智慧城市建
设相结合， 打造智能化自动导
览、导游，沉浸式体验、物联硬
件改造等。提质改造中，将进行
节点特色强化与亮点营造，打
造三条特色体验带，以醉花榭、
四季舞台等重要节点构成。

同时，提升2公里洋湖迎宾
花带区域、 北侧城市休闲体验
带与南侧湿地生态科普走廊的
综合性景观功能， 增强空间体
验感等。此外，还将进行植物体
系的特色塑造与提升， 强化植
物四季花色体现、 植物群落防
尘降噪、 立面美化的功能性体
现等。 ■记者 周可

本报11月15日讯 11月14
日召开的首届梅溪湖发展论坛
暨绿地麓云国际品牌发布会透
露， 长沙梅溪湖片区全面进入
二期开发，以全长3公里的“超
级中轴”为标志，吸引了大批开
发商进驻。

梅溪湖新城， 是住建部
2012年批复的全国首批8个绿
色生态示范城区之一。 一期开
发主要围绕梅溪湖北岸和南
岸， 通过加快产业导入和人口
聚集，如今已成为长沙新的“城
市客厅”。

今年3月，梅溪湖新城二期
东南片规划获得批复，连接梅溪

湖一期和二期的“超级中轴”概
念应运而生。它东起梅溪湖城市
岛，西至紫荆路，全长3公里，规
划占地面积约2500亩，有地铁2
号线、6号线交汇， 将按照TOD
开发模式， 建设甲级写字楼群、
精品酒店、 大型商场等业态。目
前，320余米超高层地标金茂大
厦、60万平方米的绿地麓云国际
综合体、达美·寰宇中心等项目已
率先落户并开工建设。

湖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设计研究院院长魏春雨认为，
整个梅溪湖一二期， 将构成长
沙东西向的国际化空间廊道。
■湖南日报记者 陈淦璋 王晗

带上萌娃、爱宠，八千人徒步狂欢
“毅”路有你，2020湖南（秋季）百公里变身50公里特别版

2020中华环保社会组织可持续发展年会长沙举行
10人获评“绿色湘军杰出人物”

梅溪湖二期开发打造“超级中轴”
全长3公里，将建设甲级写字楼群、大型商场等业态

城建连线

洋湖湿地公园一期今起闭园
提质改造将持续至明年3月，打造“一园三区”

本报11月15日讯 父母送
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健康。第
12个世界肺炎日刚刚过去，在新
冠疫情世界大流行的背景下，今
年的世界肺炎日更受关注。尤其
是小月龄宝宝如何抵抗肺炎等
疾病，家长们格外关心。

11月14日，“接种希望 呵
护未来 世界肺炎日超级奶爸训
练营”活动在省儿童医院举行。
参与活动的30名奶爸（家庭），
在专家授课、 新生儿科护士手
把手教导后， 展开了一场超级
奶爸大比拼。

怎样才算是合格奶爸？长期
以来， 不少父亲在宝宝成长、教
育过程中存在缺位的现象，尤其
是在小宝宝的成长期，大部分人
认为带孩子是妈妈的责任。省儿
童医院新生儿四科主任彭小明
教授首先以自己作为父亲的经
验，告诉在场的奶爸们，在孩子
的成长过程中，父母双方都是不
可或缺的，尤其是爸爸们，要更
主动地承担责任。 彭小明说，新
生儿黄疸问题不能掉以轻心，尤
其是出生10天内宝宝；对于家长
特别关心的肺炎， 彭小明介绍，
和成人不同，新生儿肺炎几乎不
发热，咳嗽也很轻，但是病情进
展很快， 家长要特别注意预防，
如果有症状，应尽快就医。

省儿童医院新生儿大科兼
早产儿ICU主任高喜荣教授强
调了母乳喂养的重要性。 高教
授建议在宝宝出生后， 能和妈
妈保持皮肤接触至少90分钟，
引导宝宝觅乳， 这对宝妈和宝
宝很重要。

■记者 李琪 实习生 龙飞鹏

医生护士手把手
教奶爸带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