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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范莉娜

2011

年的中国大地注定被红色所包围，因

为时逢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红歌会、红色

影视剧、红色旅游等纪念活动不断推出，人们

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表达对党的深情祝福。 正在

举行的“新奥燃气杯”第二届文萃报读者节的

大型活动项目“通程电器杯中老年书法大赛”，

掀起了一股“红书法 ”的热潮———数千份来自

全国各地为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而作的书

法作品被寄送到文萃报社编辑部， 不管是即

兴创作的诗词， 还是书写伟人的作品， 每幅

作品都饱含了对党的真情。 这次书法大赛，成

为这个红色夏季文萃报与读者互动的一道独

特风景。

3000

多幅作品雪片般飞来 ，

编辑部一片繁忙

自

4

月份刊出征稿启事以来， 大赛已经陆

续收到

3000

多幅参赛作品，其中亲自将作品送

到报社编辑部的读者就有

200

余人， 创下了省

内报刊举办读者活动地域跨度广、行业跨度宽

的指标新高———从首都北京到广州、深圳，从西

部新疆、重庆到东部上海、江苏，只要是《文萃报》

发行所及的地方，都有大量热情参与的读者；从

退休高干到普通工人、农民，还有军人、老师、学

生等，都拿出了饱含心血的参赛作品。 广大读

者的参赛热情让大赛组委会始料未及，不得不

一再延长截稿时间并增加刊登版面。

这次书法大赛启动后，文萃报编辑部变得

格外忙碌和热闹。 刚开始，编辑部只安排了一

个人专门处理参赛作品，后来由于参赛作品越

来越多，编辑部的信件堆积如山，人手非常紧

张，只得向办公室求援，从增加

1

人到最后不得

不增加

4

人来专门负责拆阅信件，并详细登记、

造册。 文萃报系总编辑李梁宁有时“客串”起了

拆检信件的工作，现场拍板选定用稿。

七旬老人不顾舟车劳顿亲自带着书法作

品找到文萃报编辑部；孙儿孙女搀扶八旬爷爷

奶奶来报社当场挥毫泼墨……这样的镜头在

文萃报编辑部几乎每天可见。 这些读者都是多

年订阅《文萃报》的老读者，大多年事已高，他

们的到来，既带来了对党的一份真爱，也带来

了对《文萃报》的诸多真情。 编辑们热情地接待

他们，端茶倒水，虚心地听取他们对大赛和办

报的意见、建议。 老读者们感慨地说

,

到文萃报

就像回到了家一般温暖。

79

岁的张慕诚老人是长沙市司法局退休

干部，曾

4

次来报社送稿。 老人非常看重这次比

赛，虽然是个学习书法的新手，但他很用心地

练习，急切地盼望着自己的作品刊登出来。 报

社副总编辑程金美接待了他，被他的真情深深

感动，于是替老人向总编辑李梁宁“说情 ”，希

望能为老人开个特例。 张慕诚老人对编辑们热

情的态度和周到的服务赞不绝口。

“这是比荣誉证书更值得珍藏

的荣誉”

用刷油漆用的排刷写书法，您见过吗？ 此

次书法大赛中就有这样的参赛者，他就是

68

岁

的彭晖老人，他还把创作现场搬到了报社编辑

部。 彭晖是安化县人，退休后在长沙的儿子家

里偶尔住上一段时间，儿子家里没有订《文萃

报》，彭晖便坚持每期在报刊亭买《文萃报》看，

他很庆幸自己因此没有错过这次书法大赛。 彭

晖多年练习书法，并独创了一套用排刷书写的

技艺，为了展示他的这套“独门功夫”，彭老带

上刷子和纸墨来到报社，现场创作了一个“鹤”

字，赢得了一片掌声和叫好声。 彭老说：“‘鹤’

是吉祥和长寿的象征，我祝愿党的事业永远吉

祥顺利，也希望《文萃报》越办越好！ ”像彭老这

样亲自到报社现场表演的读者还有许多，他们

满怀激情地融合到这次活动中来。

沅陵县老年大学书法班的

30

多名学员是

此次书法大赛声势最浩大的参赛队伍，因为他

们是组团参赛的。

62

岁的杨长金是书法班的老

师，在《文萃报》看到书法大赛征稿启事当天，

他就在班上宣布了这个消息，激发了学员们练

习书法的热情。 全班同学比以往更积极地上

课、交流、练习。 在学习与竞争的氛围中，大家

拿出了自己最满意的作品参赛。 截至目前，这

个班先后有几名学员的作品已经见报。 他们把

报纸珍藏起来，十分骄傲地说：“这是比荣誉证

书更值得珍藏的荣誉。 ”

“这是我对党的生日送上的

一份真诚礼物”

当余礼康老人将自己的书法作品送到文萃

报编辑部时，他的脚步有些沉重，脸色也显得格

外苍白， 原来他是刚从湘雅附二医院的病床上

下来的。

73

岁的余老是邵东县退休农村教师，突

发重病后被送到长沙治疗， 临行前他特意叮嘱

家人将准备参赛的书法作品带在身边。 病情稍

有好转后， 一直惦记着投稿参赛的余老迫不及

待地来到报社，将作品亲自交到编辑手中。 编辑

说：“您身体不好，其实把作品寄过来就行了。”余

老很认真地回答：“我要亲自送来，这不是一幅简

单的书法作品， 这是我对党的生日送上的一份

真诚礼物；我读了这么多年的《文萃报》，心中有

了‘文萃’情结，趁这个机会正好亲眼看看这个报

社， 和编辑们见个面， 也算满足了自己一个心

愿。 ”老人之言，让编辑们感动万分。

罗忠文是来自临湘市的一位农民工，目前

正在长沙地铁

2

号线的工地上奋战着，那天，他

从工地上下班后揣着作品赶到报社，脸上的泥

土和汗水都没来得及擦拭。 “我非常喜欢看《文

萃报》，喜欢其丰富的内容。 《文萃报》是我劳累

之余最主要的精神食粮；我更喜欢她的民生视

角，始终关注我们这些弱势群体，如近期刊登

的农民工讨薪的图片新闻及农民工养老的话

题，都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东西。 ”他说为了参

加《文萃报》这次举办的书法大赛，特意买来纸

笔，但由于工期紧张，练习时间不够，自己写得

并不好，也没想过要得奖，只想借此机会代表

农民工这个群体对党的生日表示祝福，也对文

萃报多年关注农民工表达一点感激之情。

年过七旬的北京读者贺祝安，是中国人民

解放军总参谋部一名退休军官，生于湖南攸县

的他已离乡数十年，《文萃报》成了他与故乡间

的情感纽带，“从创刊起就开始订了，这么多年

来， 看文萃就像吃饭睡觉一样已成为一种习

惯。 身边的许多战友和朋友都喜欢看 《文萃

报 》， 家乡的报纸办得这么好让我们感到骄

傲。 ”老人在邮寄参赛作品时还写了一封这样

热情洋溢的信，文字朴实感人，就如一位相交

多年的老友叙述着那份浓浓的深情。 其实，很

多外省的读者都像贺老一样，虽然不能亲自来

到报社，但心向往之，他们用信件或电话表达

对文萃的感情，其言其情令人难忘……

读者节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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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潮

——— 聚焦文萃报中老年书法大赛

文萃报系总编辑李梁宁（右）现场办公，“客串”起了拆检信件的工作，并在拆信现场直接选

定用稿。 （图片由文萃报提供）

本报

6

月

26

日讯 （记者 李茁 通

讯员 曾韬） 今天是第

24

个国际禁毒

日，

2011

妈妈禁毒联盟·蓝结行动颁奖

典礼在长沙贺龙体育场东广场举行。

长沙孟妈妈青少年保护家园、 天心区

天剑社区等

10

个 “湖南省十佳妈妈禁

毒联盟”， 张国庆、 孟繁英、 曹艳霞、

周平芬、 旷亚敏、张芬珍、梁桂珍、张

艳、周仕萍、尹琰等

10

名“湖南省十佳

公益禁毒妈妈”受奖。 省禁毒委主任、

副省长刘力伟出席颁奖典礼并讲话。

省会各界群众和长沙市第十五中学学

生参加活动。

今年

3

月

22

日，全省

2011

妈妈禁毒

联盟·蓝结行动正式启动，受到全社会

关注，越来越多的妈妈聚集起来，用爱

的力量筑起拒绝毒品的防护墙。 热心

的妈妈们佩戴象征拦截毒品的 “蓝

结”，走进家庭、社区、学校、农村、单位

等公众场所， 开展形式多样的戒毒宣

传和帮扶工作。蓝结行动启动

3

个多月

里，全省

14

个市州创办了

3

万多个“妈

妈禁毒联盟”，

51

万余位妈妈报名加入

到这个行列中来。 省禁毒委、省禁毒协

会等单位邀请专家评委，从这些组织和

个人中评选出了“湖南省十佳妈妈禁毒

联盟”、“湖南省十佳公益禁毒妈妈”。

刘力伟高度评价了

2011

妈妈禁毒

联盟·蓝结行动取得的成果。 他说，开

展“妈妈禁毒联盟行动”是关爱生命、

呵护家庭的有效载体， 是深化禁毒斗

争、深化禁毒宣传的一种创新，意义重

大。禁毒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

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只有坚持党委、

政府统一领导，各部门齐抓共管、社会

各界广泛参与，全社会共同行动，禁毒

工作才能取得实效。刘力伟强调，全省

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总结“妈妈禁

毒联盟·蓝结行动”的成功经验，继续

加大全民禁毒教育工作力度， 全力推

动禁毒工作从部门行为向政府行为和

社会行为转变， 努力拓宽群众参与禁

毒工作的渠道， 大力培养和积极扶持

禁毒先进人物和民间组织， 兑现举报

毒品犯罪有功人员的奖励措施， 切实

把人民群众参与禁毒工作的积极性发

挥好、引导好、保护好，不断开创禁毒

人民战争的新局面。

本报

6

月

26

日讯（记者 李茁 通

讯员 邵志）长沙市公安局高新分局

今天发布消息称， 该局近日成功破

获一起特大贩毒团伙案，共斩断了

3

个层次的贩毒网络， 抓获涉毒违法

犯罪嫌疑人

6

人，当场收缴毒品冰毒

1100

余克，麻古

6000

余粒，现金人民

币

17

万余元。

今年

2

月初，高新分局禁毒大队

民警通过摸排得知： 以邵阳籍不法

分子为主的贩毒团伙在长沙大肆贩

卖毒品。 民警们经过一个多月的摸

排调查， 初步掌握了该团伙的主要

情况。

4

月

8

日，民警经侦查发现，这个

团伙正准备将一批毒品从邵阳运到

长沙市进行交易。 民警在跟踪中发

现， 由于犯罪嫌疑人不时更换交易

地点，原定于在长常高速路上，后又

定于在二环线上，几经周折，犯罪嫌

疑人终于决定凌晨后在长沙市雨花

区某小区

9

栋

305

房内现场交易。

4

月

9

日凌晨

2

时许，专门从广东

贩卖毒品至邵阳的犯罪嫌疑人李杰

昌（上线，

24

岁，广州人，多次从事贩

毒活动 ）及其情妇肖美玉 （女 ，邵阳

县人 ，

31

岁 ，绰号 “小玉 ”）正与来自

邵阳的大毒贩刘建军（男，

37

岁）、胡

辉（男，

32

岁）等人进行毒品交易。 高

新分局禁毒大队民警迅速出击 ，冲

进房间将他们控制。 同时，民警们还

将刘建军的下线刘丹（男，

19

岁）、刘

可爱（男，

20

岁）一举抓获。

经审查得知， 今年

2

月以来，李

杰昌伙同肖美玉通过低价在广州购

得毒品冰毒、麻古陆运至长沙，冰毒

以

260

元

/

克， 麻古以

25

元

/

粒贩卖给

胡辉 （男 ，绰号 “阿辉 ”，），胡辉将毒

品麻古以

26

元

/

粒贩卖给在长沙活

动的毒贩刘建军。 刘建军再通过马

仔刘丹、刘可爱贩卖给长沙、邵阳等

地的吸贩毒人员。 其中，刘建军曾于

1996

年因抢劫被判刑， 出狱后不思

悔改， 四处寻找上线购买冰毒和麻

古，近日经肖美玉联系上李杰昌后，

自认为有一条发财的好渠道， 开始

“进军”长沙毒品交易市场。

目前， 犯罪嫌疑人李杰昌等分

别被刑事拘留， 该案正在进一步审

查深挖中。

岳麓区万名志愿者

勇当禁毒先锋

本报

6

月

26

日讯（记者 陶小爱 通讯员 夏

亮 钟三英）“禁毒需要我们，没有我们，光彩

将为之失色，温暖将为之冷漠

!

”今天，长沙市

岳麓区万名志愿者，身佩“蓝结”，在通程河西

广场庄严宣誓，一条万人签名的“关爱生命，呵

护家庭”的硕大横幅，让众人瞩目。

据岳麓区禁毒办负责人介绍，长沙吸食毒

品者呈上升趋势，且毒品已由传统植物提取发

展到现在化学合成，对人体毒害更大，同时毒

品包装华丽，传播途径多样，让人防不胜防。

为让人们远离毒品， 岳麓区连续

3

年在通

程河西广场布台宣传，加入禁毒宣传的志愿者

队伍日益壮大。今天，万名志愿者摆摊设台，走

街串巷传播戒毒知识，告诫人们远离毒品。

本报

6

月

26

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刘雨滋 ） 今天是国际禁毒

日，今年的主题是“青少年与合成毒

品”，省第二人民医院戒毒科主任邬

志美教授今天发出提醒， 一些新型

毒品正被贴上 “时尚标签 ”，青少年

切勿因为好奇、追求 “时尚”而坠入

深渊。

“摇头丸五颜六色像平时吃的

糖果和药片，

K

粉挺像我们吃的盐。 ”

专家介绍，“合成毒品” 是指以化学

合成为主的一类精神药品， 它直接

作用于人的中枢神经系统， 产生兴

奋、致幻 、中枢抑制等作用 ，因为是

近二十年才在我国出现滥用， 所以

又被称为“新型毒品”。 目前在我国

被普遍滥用的新型毒品主要有 ：冰

毒、麻古、摇头丸、

K

粉、丁丙诺啡、

氯硝安定 、三唑仑 、安定 、止咳药水

等，主要是在夜总会 、酒吧 、迪厅等

场所中滥用 ，被冠以 “嗑药 ”或 “溜

冰”等时尚词汇。

邬志美特别强调， 切莫轻信新

型毒品不会成瘾的传说， 新型毒品

具有强烈的成瘾性， 危害在某些方

面比海洛因等传统毒品更严重！ 千

万不要因为好奇， 赌气等原因而去

尝试，进歌舞厅要谨慎，决不吸食

K

粉

等兴奋剂，如果接受陌生人递来的酒

水，或者在酒吧里购买的酒水也要检

查其是否开封， 确认无误后再饮用。

不要以为成瘾后还有特效药可以戒

毒，新型毒品依赖被医学界公认为是

一种脑病，如果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

下，被引诱、欺骗吸毒一次，要及时告

知家人，并到医院戒治。

溆浦“一条街”宣传禁毒

本报

6

月

26

日讯 （通讯员 金中平 常胜）

6

月

24

日，在第

25

个国际禁毒日来临之际，溆浦

县禁毒委

34

个成员单位组织人员走上街头，在

县城主街道警予中路悬挂横幅、 摆放宣传展

板、设置咨询台，大张旗鼓宣传禁毒法律政策，

广泛宣传毒品的危害、传授毒品识别方法及如

何防范青少年吸毒等知识。 活动当天，共悬挂

横幅

64

幅

,

摆放禁毒宣传展板

132

块

,

发放宣传

资料

1.6

万余份

,

接受群众咨询

320

余人次。

1

、冰毒 ： 即 “甲基苯丙胺 ”，外

观为纯白结晶体 ， 故被称为 “冰 ”

（

Ice

）。 对人体中枢神经系统具有极

强的刺激作用，且毒性强烈。 冰毒的

精神依赖性很强， 吸食后会产生强

烈的生理兴奋，大量消耗人的体力和

降低免疫功能，严重损害心脏、大脑

组织甚至导致死亡，还会造成精神障

碍，表现出妄想、好斗、错觉，从而引

发暴力行为。

2

、摇头丸 ：是一种致幻性苯丙

胺类毒品， 对中枢神经系统有很强

的兴奋作用， 服用后表现为活动过

度 、情感冲动 、性欲亢进 、嗜舞 、偏

执、妄想、自我约束力下降以及有幻

觉和暴力倾向， 具有很大的社会危

害性， 被认为是未来世纪最具危险

的毒品。

3

、

K

粉：即“氯胺酮 ”，静脉全麻

药，有时也可用作兽用麻醉药。 白色

结晶粉末，无臭 ，易溶于水 ，通常在

娱乐场所滥用。 服用后遇快节奏音

乐便会强烈扭动， 会导致神经中毒

反应 、精神分裂症状 ，出现幻听 、幻

觉、幻视等，对记忆和思维能力造成

严重的损害。 此外，易让人产生性冲

动 ，所以又称为 “迷奸粉 ”或 “强奸

粉”。

4

、咖啡因 ：是化学合成或从茶

叶、 咖啡果中提炼出来的一种生物

碱。 大剂量长期使用会对人体造成

损害 ，引起惊厥 、心律失常 ，并可加

重或诱发消化性肠道溃疡， 甚至导

致吸食者下一代智能低下、 肢体畸

形，同时具有成瘾性，停用会出现戒

断症状。

5

、三唑仑 ：又名海乐神 、酣乐

欣，淡蓝色片，是一种强烈的麻醉药

品，口服后可以迅速使人昏迷晕倒，

故俗称迷药、蒙汗药、迷魂药。 可以

伴随酒精类共同服用， 也可溶于水

及各种饮料中。 见效迅速，药效比普

通安定强

45

—

100

倍。

此外，新型毒品还有氟硝安定、

麦角乙二胺（

LSD

）、安眠酮、丁丙诺

啡、地西泮及有机溶剂和鼻吸剂等。

本报记者 陈永刚 通讯员 刘新民

“家里已无分文， 如果你还要吸，

就请榨干妈妈最后一滴血吧 ！”

6

月

24

日晚，长沙星沙劳教（戒毒）所举办

6

·

26

国际禁毒日文艺晚会，“妈妈禁毒

联盟” 的妈妈们送上节目 《母亲的呼

唤》， 引起了戒毒人员的广泛共鸣，不

少戒毒人员流下了忏悔的泪水。

6

·

26

国际禁毒日来临之际， 记者

来到这个长沙唯一的强制戒毒所探

营，近距离观察戒毒学员的生活。

整洁的寝室内井井有条， 床上的

被子叠成了方块，过道上一尘不染；楼

道的另一边， 几个年轻人正在棋牌室

里下棋， 旁边的几个房间， 分别挂着

“心理咨询治疗室 ”、“音乐治疗室 ”、

“健身室”、“阅览室”、 “宣泄室”等牌

子……

如果不是门前那厚重的铁门，有

谁能够想到， 这是星沙劳教 （戒毒）

所的生活场所？ 记者看到， 该所在行

政区、 矫治人员习艺劳动区、 生活教

育区、 通道设置标志牌， 张贴各种名

言、警句和标语，布置内容向上的文化

墙……所长樊安介绍说， 戒毒所已实

现了绿化、亮化、美化，逐步形成集心

理矫治、 职业培训等于一体的配套功

能体系，为劳教（戒毒）人员安心矫治

营造了一个舒适、温馨、安全的花园式

环境。

矫治对象在劳教所也能学到各种

知识。据了解，星沙劳教（戒毒）所全年

开展政治、技术、文化教育三大课程以

及传统文化教育和专项主题教育活

动。 政治教育入学率和统考合格率均

达

100%

，文化教育合格率达

95%

，职业

技术教育获证率达

95%

。 为了让矫治

对象在所内好好改造， 该所还定期排

查存在未成年子女失学、 家庭婚姻关

系出现危机、 长期无人探视等情况的

矫正对象， 并与其户籍所在地或居住

地安帮办进行沟通， 帮助解决他们的

后顾之忧。

在矫治对象食堂记者看到， 这里

荤素搭配，并不比一般的食堂伙食差。

该所在去年

10

月投资数十万元重新添

置了全新的厨具设备， 外聘专业厨师

和服务人员制作伙食， 专门添置了一

台送餐车和一批保鲜桶， 由民警第一

时间将饭菜送到管教院内各大队，不

仅有效避免了以前由矫治人员制作伙

食带来的刀具管理、 健康卫生管理等

问题， 也确保了每一名学员都能吃到

刚出炉的热饭热菜。

在所部医务所， 记者看到新购的

X

光机、心电图机、二氧化碳激光治疗

仪等一批医疗设备， 在每个病床前还

看到了全新的呼救系统。樊安介绍，该

所全年对新收容的

322

名矫治对象进

行入所体检并建立健康档案， 避免了

流行性传染病在所内的发生。 “另外，

我们还设置了心理咨询治疗室、 音乐

治疗室、健身室、阅览室和宣泄室等，

矫治对象有什么问题， 可以找心理医

生咨询 ， 甚至可以在宣泄室发泄一

下。 ”记者看到，宣泄室里沙袋、手套和

假人一应俱全，墙壁都有厚厚的护垫，

让矫治对象们既能够宣泄情绪， 又能

保证安全。

近年来，星沙劳教（戒毒 ）所先后

获得 “全省劳教系统执法执纪先进单

位”、“全省劳教系统目标考核先进单

位”和“长沙市文明单位”等荣誉称号，

连续

5

年实现了场所 “六无”———无逃

跑、无非正常死亡、无重大所内案件、

无重大疫情、无重大安全事故、无所内

吸毒。

蓝结行动聚集51万妈妈禁毒

“十佳妈妈禁毒联盟”、“十佳公益禁毒妈妈”受奖

长沙破获一起特大贩卖新型毒品案

警惕新型毒品“时尚”伪装

■

相关链接

常见新型毒品及其危害

建所5年来，星沙劳教（戒毒）所实现“六无”。 记者探营发现———

戒毒学员可咨询可宣泄

6

月

26

日上午，常德市举行以“我们拒绝毒品”常德青少年在行动暨焚烧毒品为主题的“

6

·

26

”国际禁毒日

宣传活动，

12

公斤海洛因、

K

粉、摇头丸、麻果等毒品被公开焚毁。 吴林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