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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14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钟群 孙倩
莱） 秋季气候多变， 容易遭受流感“偷袭”。 记者今天从
省疾控中心获悉， 9月份以来， 我省流感活动上升较快，
流感样病例就诊百分比在4.1%以上， 略高于全国南方活动
水平和去年同期水平， 提示我省流感活动正在逐步进入高
峰。 专家提醒， 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 最有效
的手段， 慢性病患者、 老人、 儿童等高危人群可考虑接种
流感疫苗。

省疾控中心流行病防治科刘富强博士介绍， 流感， 即
流行性感冒， 较一般感冒症状严重。 常见症状有畏寒、 高
热， 病人体温可迅速升至39℃-40℃， 全身无力， 腰背和
四肢酸痛， 打喷嚏、 鼻塞、 流鼻涕等， 潜伏期为数小时至
4天， 潜伏期无症状， 但是具有传染性。 总的来说， 流感
病人发热、 乏力等全身症状较重， 而咳嗽、 流涕等呼吸道
症状较轻， 可据此与一般感冒进行辨别。

专家提醒， 流感病毒极易变异， 今年年初出现的
H7N9禽流感病毒即属于一种新亚型流感病毒。 由于H7N9
禽流感病毒并没有完全被阻断， 今冬明春发生散发病例的
可能性依然存在。 我省设立了15家国家级网络实验室和23
家哨点医院， 形成覆盖全省所有市州的流感监测网络。 据
监测结果显示， 我省目前流行的主要毒株由甲型H1N1转
为季节性H3N2。

专家特别提醒学校、 托幼机构等集体单位应加强晨
检， 发现学生有流感样症状， 及时要求其隔离治疗， 发现
流感样病例异常增多时要及时向当地疾控部门报告。 普通
市民若出现流感样症状， 千万不要轻视， 应戴上口罩， 尽
快到医院就诊， 在医生指导下治疗和用药。 为有效预防流
感， 建议平时加强体育锻炼， 注意补充营养， 保证充足的
睡眠和休息； 保证室内定时通风换气， 保持空气清新， 尽
量避免去人群密集、 空气污浊的公共场所， 根据天气变化
加减衣服； 勤洗手， 注意个人卫生和环境卫生， 咳嗽或打
喷嚏时用纸巾遮住口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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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678#9:'*#&(;<=>

!"#$%&'(
)*+,-./0!"#$%&'()*&+,-(./$('+,&

012+,3456789:;
!"#$%&!'()*+,"<=>?@ABCDE

F$GHIJ+,KLMNOP$QRSTUVWXYBZ
M[\]^_`aMNOP2bcde;'+,fghi
jkl$mnTU+,oBpOqrSstu+,KLM
Nvwxyz{|B}~B����$��MNOP���
�;�� ! ��$('���+,KLMNvw !""#$% �
�$MN,� &'$" �$��+� ()&" �;

-./012!345607"��z��/B����
���B����� sB����u¡¢$£¤¥l¦§B
¨©����ªW«2¬®¯°±²³´�µ�¶·
¸$*&+,.¹klu�¶º»�¼½¾¿ÀÁ+,Â
ÃÄÅÆÇ$��´ÈÉÄÅÊËÌÍ$ÎÏÐÑÒcÌ$
Ó(Ô-.BÕ-²YÖu×4ØÙ,Ì$Ú¸ÛÜ,Ý
ÞÝ�BßàßáBâÙákBãä¤¬; å"æf�xy
SçØÙèé %* t$ ¸êSçâÙâëèì "!* í$¸
îïðñ-(òó '"* �;

89:;<=!>?@ABC" %&'+,fQR5
ô,õ&ö÷øùúQûüýUþÿ!² % ª"#$%
&'()*; +,,õ&ö÷ø�-.$m$�/'(v
0 +*** 12$¦§+,¤¥l2bcl '$* kt�34
5678$9î+,'(kl$QR ",+ �:;�<+,�$
Q=4567>j?$@A357BÚ¿u{C�DEF
Á¾{s+,>jùi4cG$¦ö¾ "$ H+,Á�$ì
IJ9KzLMN�uOÖ'(>j;

#DEF GHI JKL M3$ %NOPQ&

!"#$%&'()*

２０13年10月15日 星期二 综合 5

本报记者 徐典波

有为一个物种流汗、流泪、流血的人
吗？有！

他就是《湖南日报》岳阳记者站站长、
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会长徐亚平以及他
的巡逻队员。

狭路相逢，打响遭遇战

“我看你还跑！”2012年12月22日，徐
亚平与岳阳县渔政局长李德军及几名志
愿者，把非法电捕鱼者金某堵在了新墙河
边的沼泽地里。

这是场本可避免的“遭遇战”。半个小
时前，徐亚平从岳阳赶赴长沙参加当晚的
湖南省环保组织联席会。刚过岳阳县八仙
桥，手机铃声响起：“新墙河有人电打鱼！”

“马上调头，杀回去！”徐亚平一跃而起。
刚到八仙桥，徐亚平一边通知县渔政

局前来执法， 一边径直朝桥对面跑去，丝
毫不顾疾驰来往车辆。他把保护江豚比作

“战争”。“我已经没有退路了， 谁伤害江
豚、破坏环境，我就要与他斗争到底！”

江豚是全球唯一的豚类淡水亚种、长
江旗舰物种，但处于极濒危境地。豚类专
家预言，10年内，江豚将会灭绝。

为了快速掀起江豚保种高潮，2011
年末，徐亚平特邀新闻、教育、文化、科学
界等人士及12位渔民，组建了我国民间第
一个江豚保护机构———岳阳市江豚保护
协会；发表了《中国长江江豚保护宣言》；
确立了“让江豚升格为国家一级保护动
物，建立洞庭湖江豚保护区，实施江豚迁
地保护”等3大攻坚目标。

目前，协会发展会员163人，外围志愿
者近万人。

立体出击，打赢宣传战

近年来，长江江豚持续锐减，怎么办？
徐亚平认为，须将江豚危情、长江生态危

机告知公众，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于是，他
组织打响了一场环保宣传立体战！

为江豚奔走呼吁， 徐亚平不舍昼夜。
他随时随地给当地党政干部讲江豚。今年
5月21日上午， 趁岳阳市委书记卿渐伟约
见他的机会，徐亚平告诉他：“江豚是洞庭
湖瑰宝。它很大气，不管人类怎么待它，它
总是对人类报以微笑……”卿渐伟为之感
动，欣然相约下湖做志愿者。5月25日8时，
亲眼见到江豚群舞， 卿渐伟语重心长地
说：“江豚是洞庭骄子，一定要保护好！”

徐亚平还组织江豚保护志愿者宣讲
团进湖区、 上街头， 宣讲近100场次。
去年3月5日， 他发起长江江豚保护临湘
站志愿者行动， 和该市党政机关等5000
名志愿者及长江沿线3个乡镇万名干群，
共同立下誓言： 给江豚当雷锋， 帮后代
留物种！

主管洞庭湖的岳阳县相关职能部门，
更是成为徐亚平的重点宣传对象。 去年2
月7日， 他在岳阳县千人大会上发表了80
分钟的 《江豚就是最好的GDP》 的演讲，
讲到动情处， 泪如雨下。

2011年，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了环保
散文《为一头“猪”发表宣言》；去年，在《湖
南日报》开设了《拯救江豚———亚平手记》
专栏，至今已发稿35篇，数百家网站转载；
建立了《中国长江江豚保护网》（www.
fpchina.net�）；在腾讯、新浪、搜狐开设3
个“江豚徐亚平”微博，以章回体宣讲江
豚，受到网友热捧；已在新华社、《人民日
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光明日报》、《中
国日报》等做了400多次江豚宣传；还负
责在平面媒体和长江、洞庭湖大堤、岳阳
市区发布了23个公益广告； 发动县、 市、
省、国四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上长江、洞
庭湖保护议案、 提案； 对青少年实施环
保宣教， 先后组织主办了江豚保护征文
有奖竞赛、 全国首个学生江豚版画展；
举办了3次江豚保护大型摄影图片展、 3
次生态晚会； 他经常与其他民间团体及
环保组织联系， 开展江豚保护学术交流。

这一系列宣传活动， 有力推动了
江豚保卫战的进程。

舍生忘死， 打胜 “白刃战”

协会一成立， 水上巡逻队应运而
生， 劝阻非法捕鱼。 徐亚平和12位志
愿者每日巡湖并做好记录。

目前， 协会只有一艘简易的柴油
发动机铁驳船， 在浩瀚的湖面上， 随
时可能被风浪打翻。 但也就是这艘巡
逻船， 仅去年就开展劝阻非法捕捞专
项行动163次 （其中夜晚51次）， 协助
抓获电力捕鱼船54条。

无论白天黑夜， 只要接到一线志
愿者的举报， 徐亚平都要邀上渔政执
法人员， 下湖阻击非法捕捞。 他说，
每一仗都是恶战， 有时还是艰苦卓绝
的白刃战。

黑夜， 寒风， 恶浪。 去年12月2日
21时17分， 徐亚平下湖开展突击行动。
冲锋舟两次搁浅， 两次迷路。 他带领
大家摸黑前行， 凌晨逮到非法捕捞者3
人、 电鱼船11条， 渔获物2500多公斤。
创下洞庭湖历年单例抓获船只、 渔获
物最多的战绩。

徐亚平不仅护江豚， 也抢救其它
受伤物种。 他率协会志愿者已抢救江
豚、 黑鹳、 东方白鹳、 中华鲟、 麋鹿、
天鹅等共14只。 同时， 他创建了“一
湖一江” 市县乡村组五级联防网， 划
定了防区与责任段， 建立了联防机制，
同当地有关部门、 社会团体， 开展长
江、 洞庭湖生态和江豚保护； 目前正
在协助华容渔政探索实施江豚迁地长
江故道保护。

保护江豚得罪了某些既得利益者。
有人责难， 有人威胁恐吓， 也有人下
毒手， 巡逻队员江科明、 范钦贵半夜
巡逻归来被人打伤。 今年正月初一，
徐亚平下湖巡逻追击电捕鱼船时， 摔
了个“肠穿孔”， 经过抢救， 才转危为

安。 但他表示： “无论多苦多难， 一定把
江豚保护事业干到底！”

任重道远， 打好持久战

“保护江豚是门科学， 任重道远。” 徐
亚平在协会组建了科研发展部， 研究江豚
救护和迁地保护； 实施建设江豚保护监测
站、 救护站和志愿者工作站。

徐亚平多次呼吁： “保护江豚， 必须
减少长江洞庭湖渔民。” 他建立了渔民就业
帮扶服务部， 创办了一个渔民转产转业窗
口水上超市； 今年又创办了“湘北水生生
物乐园” 暨洞庭湖渔民转产转业绿色养殖
基地， 解决100余渔民上岸就业。 他还多
次与海事等部门协商， 在洞庭湖入长江口
及湘江岳阳段部分水域， 规范运输船舶停
靠， 尽快解决好江豚洄游通道。

徐亚平和志愿者们的努力， 为全球参
与长江江豚保护提供了机遇和平台， 唤起
了全球对江豚这个珍稀物种的关注并产生
共识。 国务院、 湖南省、 岳阳市主要领导
都批示， 要采取必要措施， 保护江豚， 保
护好洞庭湖生态！ 去年10月， 省政府专门
制订下发了江豚保护文件； 岳阳市委下发
了首个江豚保护会议纪要； 市政府成立了
以盛荣华市长任组长的“洞庭风雷” 领导
小组， 展开了一场以保护洞庭湖水环境和
资源的综合治理行动。 中科院豚类专家王
丁赞许： “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做了大量
工作， 大大减缓了江豚灭绝的步伐。”

目前， 该协会被国家级媒体报道380
多次。 央视专门制作、 播出 《渔民护卫
队》、 《天下洞庭》、 《微笑中的告别》 等
4个专题片； 日本国家电视台、 湖南卫视、
北京卫视、 东方卫视都已制作播放专题；
湖南金鹰纪实还拍摄3集专题片 《江豚兄弟
连》 热播。 徐亚平荣膺 “湖南省首届学雷
锋志愿服务突出贡献先进个人”、 “潇湘十
大风尚人物”、 “2012年度面孔” 等。 由
于徐亚平在保护江豚方面作出的突出贡献，
很多网友把他亲切地称为“江豚爸爸”。

本报10月14日讯 （记者 李国斌） 13日上午， 书
画大家王德水艺术精品展在北京天伦王朝酒店菊苑
开幕。 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秘书长丁奎淞等社会
各界人士参加开幕茶会。

此次共展出王德水书画及陶瓷精品数十件， 他
带着对湖湘文化的深厚感情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执
着追求， 在重阳节为大家献上了一份贺礼。 此次展
览由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 湖南大学·岳麓中华书
画研究院主办， 菊苑 （文化艺术中心） ·本原文化承
办。

王德水现为湖南大学教授、 岳麓中华书画研究
院院长。 他生于绍兴， 学艺上海， 游学海外20余年，
是书圣王羲之五十五代孙。 其书法兼擅行书、 隶书、
篆书、 草书和魏碑诸体， 而以后者成就最高。 绘画
以人物画见长， 对花卉、 山水、 走兽、 虫草、 景物
等亦有独特创意。 在中国传统水墨画中融入了西方

绘画艺术及色彩的最新理念， 使其彩墨画具有一种
新的意境。

王德水在海内外求艺几十年， 对艺术的执着一
如既往。 他在接受采访时说:“一个艺术家的艺术之
根、 艺术之魂一定是来自于他的祖国和民族， 我从
小就念着毛泽东诗词， 书写的是那气吞山河的草书，
对毛主席有一种特别的情怀。” 王德水近两年数十次
到湖南各地采风， 创作了 《湖湘行》、 《纪念毛泽东
诞辰118周年》、 《雷锋精神万代传》 等以湖湘文化
为元素的作品。

本报记者 朱章安 通讯员 文丽贵

戴着眼镜， 穿着白衬衣、 黑皮鞋， 手持自制的文
明旅游爱心牌， 为游客作引导和咨询服务。 近日， 在
南岳景区交通入口处， 一位50来岁的志愿者引起不少
游客注目。 他就是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讲师杜
卓勋。

“没有老杜帮忙， 我家就没法过。” 说起杜卓勋，
衡阳市南岳区龙珠社区龙珠小区特困户唐启明满怀感
激地说。

“他除了教书， 其余时间都忙于小区工作。 小区
就是他的家。” 杜卓勋妻子的埋怨中带有几分自豪。

杜卓勋家住南岳区龙珠社区龙珠小区， 由于热心
公益事业， 2010年他被小区居民全票推选为小区区长。

南岳区自2009年起开展治安防控型、 和谐稳定型、
文明学习型、 环境优美型“四型” 小区创建活动， 全
区共有74个小区。 杜卓勋负责的龙珠小区有200多户
1000多居民， 其中不少居民是农村进城的。 小区没有
专业的物业公司， 基础设施也不完善， 小区里车辆乱
停乱靠， 垃圾乱丢乱扔， 小孩乱写乱画。 为制止这些
不文明行为， 杜卓勋上任后， 建章立制， 编写创建

“四型” 小区宣传手册， 内容包括小区居民文明公约及
小区安全、 治安巡逻制度等， 并在小区建立3块宣传
栏， 宣传精神文明建设、 文明礼仪、 安全用电、 身体
保健等知识。

杜卓勋的业余时间都用在小区工作上。 只要有形
迹可疑的人来小区乱窜， 他及时跟踪； 有乱停乱放的
车辆， 他主动联系车主； 有大风暴雨来袭， 他提前告
知人们关好窗户注意安全； 邻里发生矛盾， 他前去调
解。 今年5月上旬， 两户居民为要在楼梯口放煤球和放
自行车发生争吵， 杜卓勋跟他们讲小区要注意环境卫
生、 不能乱摆乱放的道理， 两人握手言和， 主动放弃
放煤球和自行车。

“只有真心、 热心， 没有工资” 的小区区长杜卓
勋， 为给居民营造一个好的生活环境， 他经常带头捐
款， 给小区安装石凳、 石椅、 晒衣架、 健身器材等设
施。 还主动与联创单位联系， 组织广场舞、 趣味体育
等活动， 丰富居民的生活， 让小区居民有一种“与众
不同” 的幸福感。

当别人问起没有报酬，利用业余时间做小区工作值
不值时， 杜卓勋平淡地说：“只要看到居民满意的笑容，
我就感到很快乐。”连续3年，龙珠小区被评为南岳区“优
胜示范小区”，杜卓勋也成为南岳“十佳小区区长”。

王德水艺术精品在京展出快乐的小区区长

———预防常见疾病专家支招
省卫生厅疾控处、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协办

流感高峰期来临
专家提醒：H7N9禽流感存在

散发可能性

江豚保卫战 ———记“2012绿色中国
年度焦点人物”徐亚平

10月13日， 王德水切蛋糕庆祝展览成功。 本报记者 周然 摄

用展会推广澳湘合作
———访中华（澳门）发展与合作
促进会副会长严海文

本报记者 张斌

“澳门与湖南联系可以更加广泛。” 这几天， 在湖南
省政府协办的第十一届澳门妈祖文化旅游节上， 出席湖南
旅游推介会的中华 （澳门） 发展与合作促进会副会长严海
文对记者说。

严海文是湖南省政协港澳委员、 湖南省海外联谊会常
务理事， 祖籍湖南益阳。 虽然在澳门生活多年， 但他依然
喜欢“吃湖南菜、 说湖南话”， 每年中秋、 国庆假期都会
回乡看望亲友， 特别是经常将澳门快乐生活的理念以展会
的方式推广到内地。

说起益阳的旅游， 严海文印象深刻。 今年8月24日至
25日， 中华 （澳门） 发展与合作促进会受邀回访益阳市，
严海文也参加了此次访问。 跟以往不同的是， 这次去考察
的多是澳门旅游界、 地产界、 商业界特别是商业会展界的
精英， 先后实地考察了益阳博物馆、 益阳茶厂、 益阳茶业
市场、 安化茶马古道、 安化建玲茶厂、 桃花江竹海等地。

“澳门是世界性休闲旅游中心， 但是山区旅游是澳门
所没有的， 游客来澳门休闲旅游期间， 也可以考虑专门去
湖南旅游一趟， 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内地。 而湖南特别是益
阳的优质农畜产品、 旅游资源等， 都可以带到澳门来。”
严海文认为， 这次澳门妈祖文化旅游节期间， 湖南益阳等
地来澳门专门推介旅游， 就是优势互补的体现。

随着高速铁路开通， 交通更加便利， 加速了澳门与湖
南的交流。 看到家乡的新变化， 严海文很是兴奋。 第18届
澳门国际贸易投资展览会 （MIF） 将于10月17日至20日在
澳门开展， 在严海文“穿针引线” 下， 中华 （澳门） 发展
与合作促进会积极寻求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和澳门基金会
支持， 在此次MIF中无偿为益阳提供4个展位， 向世界各
地客商集中展示湖南益阳的旅游产品、 名优特产、 生活方
式和服务。

“这是个非常好的开始。” 严海文说， 第一步是希望
通过澳门平台向葡语系国家推介展示湖南， 然后互相推广
各自的项目和优势。 “这样可以减少中间环节， 直接跟当
地老百姓和地市建立联系， 有利于进一步推进中长期发
展。” 他说， “希望大家多关注展会这个窗口， 促进澳湘
间的合作交流。”

（本报澳门10月14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