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意义
网友们看到贺湘闽和梁成的故事

后纷纷点赞评论，三湘都市报抖音账号
发布的相关视频获得20多万点赞，许多
网友为两人的兄弟情谊深受感动，赞其
为“中国好兄弟”。

网友“勿念”：人的一生能有这样一
位兄弟，此生足矣。

网友“霜大大”：我一个大男人湿润
了眼眶。

网友“冷酷到底”：中国好兄弟属于
你们！

网友“木木”：一声兄弟一生兄弟。

《大叔借钱买车带患癌老友旅行》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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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红外相机拍摄画面显
示，两头大小不同的黑熊身材壮
硕，憨态可掬，胸前有标志性的V
字型白斑。只见这两头黑熊在林
间嬉戏打闹，你打我一下，我拍
你一掌，双双后腿站立，面对面
抱摔，倒地爬起再继续，互不服
输，样子呆萌有趣。不少网友调
侃：“熊王争霸赛” 现场直播，“战
况”激烈。

据保护区红外相机监测项
目负责人向建军介绍，经过长期
监测综合分析，画面中大的黑熊
约五岁，体重200斤左右，小的黑
熊约三岁，130斤左右。黑熊是一
种森林性野生动物，喜欢选择森
林生态环境好、食源丰富、人为
干扰少的环境作为栖息繁衍地，
作为一种大型兽类野生动物，黑
熊具有独居性、夜行性的习性特
点。这也是湖南八大公山保护区

首次在野外用红外相机拍摄到
两头黑熊的生活场景。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该保护
区有320头左右的黑熊， 分布区
域广，种群数量众多。不少小伙伴
也发现，近来黑熊出镜的频次越
来越高了。8月底，南山国家公园
管理局金童山自然保护区管理
处工作人员在整理安装在明竹
老山区域红外相机影像资料时，
也发现了两只黑熊的身影。“熊
大”、“熊二”觅食蜂蜜的画面一经
传播，立马在网络走红。

“这与生态环境改善密不可
分 。”省林业局专家认为，黑熊等
不少野生动物对生态环境的变
化比较敏感，其种类和数量是区
域生态环境质量最直接的体现。
它们“频频露面”，表明我省生态
环境质量得到改善，生态功能在
持续恢复。

本报10月11日讯 当54岁
的贺湘闽借钱买车圆患癌老友
旅行的故事被传播开后，全国网
友的目光都聚焦在他们身上（详
见本报 10月 10日A06版）。11
日， 是贺湘闽和梁成离开株洲，
踏上旅程的第9天。 看到本报报
道后，爱心人士主动联系，称愿
意为两人提供房车，贺湘闽婉言
谢绝， 他说，“感谢大家的关注，
但是拒绝一切馈赠。”

台风过去二人在海边发呆

“带着兄弟去旅行： 第九天，
台风终于过去， 又能坐海边发呆
了！我们一切都好，感谢大家的牵
挂！”11日下午4点48分， 贺湘闽
更新了一条微信朋友圈， 向远在
株洲的朋友“报平安”。

除了文字， 还配发了一段视
频，视频中，两人坐在车旁，静静地
看着远方在海滩上嬉闹的小孩，贺
湘闽精壮结实， 梁成身形消瘦，“下
午去买菜回来的路上，看到风景很
好，就请路人帮我们拍下来了。”

贺湘闽告诉记者，受“狮子山”
台风影响，广西东兴市气温转凉，担
心梁成会感冒，这3天，他们二人没
在外露营，找了个酒店暂时住了下
来，两人喝茶、闲聊、弹吉他唱歌。

“感谢大家的关注，但拒绝一
切馈赠”

11日， 房车生活家科技有限
公司华中湖南省区市场经理叶伟
峰主动联系本报， 称被这份兄弟
情义深深感动， 愿意为两人的旅
行提供一辆房车， 让他们在旅途
中有更好的休息场所。

记者将这一消息转告贺湘
闽， 贺湘闽一番感谢过后婉言拒
绝了，“我们想去的有些地方，还
是没有开发的， 怕弄坏人家的
车。”贺湘闽说，两人作为摩托车
旅游发烧友，以前经常骑车旅行，
条件更为艰苦， 现在驾驶一辆二
手面包车出行，条件已经很好了，
“感恩这份爱心。”

贺湘闽说， 媒体的报道让两
人在网上火了一把， 除了大量的
鼓励和点赞外， 也有人质疑他们
是炒作，“我是不认同的， 我们之
前就经常骑摩托车出去玩。”10日
晚上， 贺湘闽得知有朋友帮他弄
了个众筹， 立马叫停，“我知道他
是好心，还是连夜打电话给他，让
他撤下来。 我就想带朋友出门走
一趟，简简单单的旅程，感谢大家
的关注，但是拒绝一切馈赠。”

对于网友们担心的旅途开销
问题， 贺湘闽也向记者透了“家

底”，出发前，朋友们得知两个人
的决定， 每个人拿出三五百元为
他们“践行”，加上自己攒的3000
元， 共有万余元，“一天的开销一
百块， 加上途中直播一场能赚百
来块钱，省着点，够用了。”

“朋友之间，能帮就帮一把”

“朋友之间，能帮就帮一把。”
这是贺湘闽的处事原则。

贺湘闽爱好广泛， 喜欢结交
朋友，曾经一次野外聚餐时，来了
100多人。从10年前开始，他家的
钥匙，除了家人外，还给6名老友
各配了一把，“大家想喝茶唱歌
了，直接拿钥匙开门进去，像回自
己家一样随意。”

因为陪伴老友梁成外出，贺
湘闽接下来一段时间没有经济来
源， 名下一套二手房每月3000元
的房贷一度让他犯难。 临出发的
前一天， 一个朋友主动找到他，
“你只管走，房贷我帮你垫，保证
不断供，回来赚了钱再还我。”

贺湘闽说， 接下来的旅程中
不知道会遇到什么， 也不知道能
走多远，“能走到哪是哪， 走到他
走不动为止。还是那句话，若他去
世在路上，我带他回家。”

■文/视频 记者 杨洁规

又见“熊出没”！这次是“熊大熊二”打架
红外相机在张家界八大公山拍到有趣画面 专家：熊出没与生态环境改善息息相关

爱心人士主动提供房车被婉拒

本报10月11日讯 又有“熊出没”！近日，位于张家
界桑植县的八大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收
集整理野外红外相机视频资料时， 意外发现拍摄到了
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黑熊出没的影像， 而且还是非
常罕见的“双熊出没”。专家认为，黑熊频频出没，与我
省生态环境改善息息相关。

■记者 李成辉 视频 李成辉

生态环境向好，黑熊频频出镜

种种鲜活生动的案例，是我
省生物多样性良好现状的有力
佐证。“特殊的地理位置、 多样
的地形地貌、良好的气候条件，
孕育了极为富集的生物多样
性。”9月30日， 省政府新闻办举
行的《湖南省生物多样性白皮
书》新闻发布会上，省林业局局
长胡长清说，无论从生态系统多
样性还是物种多样性、遗传多样

性看，湖南都是全世界同纬度地
带最有价值的生态功能区。

下阶段，湖南将出台《湖南
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湖南
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致害
补偿办法》， 编制湖南省地方重
点保护野生动物、 野生植物名
录，健全生物多样性资源有偿使
用、生态补偿与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制度。

在八大公山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里，活跃的身影不止黑熊。该
保护区面积2万公顷，是我国亚热
带保存完整、 面积较大的天然林
区之一，被誉为“天然博物馆”和
“物种基因中心”， 保护区内有陆
生脊椎动物237种， 其中属国家
一、二级保护的有40种。此外，区
内物种起源古老，种类繁多，据调
查有高等植物216科2408种，其
中属国家一、二级保护植物23种，
特别是世界濒临灭绝的珙桐在这
里呈大面积的群落分布。

值得一提的是， 近年来，在
八大公山保护区还陆续发现了3
个新物种， 其中爬行动物新种1
种，为“桑植腹链蛇”，东北林业
大学马建章团队于2019年发现；
植物新种2种，“美脉过路黄”，中
南林业科技大学喻勋林团队于
2021年发现；“桑植金腰”， 为中
科院广西植物研究所龙飞福、刘

洪团队于2021年发现。
金童山自然保护区负责人

也告诉记者，他们布设的红外相
机还多次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
监测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林麝、
白颈长尾雉、黄胸鹀等，国家二
级重点保护动物黑熊、 毛冠鹿、
白鹇、豹猫、红腹锦鸡等也频繁
出镜。今年5月，还发现全球新物
种“直颚突蛉蛾”，这是该科昆虫
在南岭山脉首次被发现。

据悉， 全省现有脊椎动物
1045种，占全国的22.1%；有维管
束植物6186种（含种下等级），占
全国的18%。尤其可贵的是，179
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60
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在我
省得到良好保护。其中我省重点
保护的虎、林麝、麋鹿、中华秋沙
鸭、莽山烙铁头蛇、水松、水杉等
物种，都是全国极度濒危野生动
物或极小种群野生植物。

全省现有脊椎动物1045种，占全国的22.1%

湖南是世界同纬度地带最有价值生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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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湘闽（图左）与梁成在酒店里弹吉他。 朋友圈截图

网友纷纷点赞“中国好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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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拍到双熊嬉戏。 视频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