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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因为山在那里！”1924年，英国登山家
马洛里回答“你为什么要攀登珠峰”时的一句
话，后来广为流传，激励着无数的登山者去追
寻自己的梦想。

从2011年至今，“湘妹子” 罗静在6年多
时间里连续登顶13座8000米级高峰，被誉为
“国内民间女性登山第一人”。9月12日下午，
在共青团长沙市委等举办的“湖南长沙罗静
‘蜕变’主题分享会”上，罗静说起那些惊心动
魄的攀登经历，却云淡风轻。

6年多成功登顶
13座8000米级高峰

8000米的世界之巅，多少年来，试图去
征服的人不计其数，成功者却寥寥无几。

北京时间7月27日下午1时多，罗静成功
登顶海拔8051米的布洛阿特峰，成为中国唯
一一位登顶13座8000米以上高峰的女性登
山家。布洛阿特峰是世界上名列第12位的高
峰，山势巍峨，常年覆盖着冰雪。

今年，她还于7月8日成功登顶世界第九
高峰南迦帕尔巴特峰， 于5月20日登顶世界
第四高峰洛子峰。

全世界共有14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山
峰， 全部集中在喜马拉雅山脉和喀喇昆仑山
脉，被国际登山界称为“14俱乐部”。目前，全
世界只有30多人完成这一壮举。“湘妹子”罗
静在6年多时间里已经成功登顶13座， 只剩
下希夏邦马峰尚未登顶。罗静透露，攀登希夏
邦马峰的时间暂定明年4月或9月。

她是第一位登顶马卡鲁峰、 干城章嘉峰、
道拉吉里峰、 迦舒布鲁姆Ⅱ峰的中国女性，也
是首位登顶乔戈里峰、南迦帕尔巴特峰的华人
女性。最重要的是，她在国际登山领域，特别是

华人女性登山群体中带来了开创性效应。
“从2011年开始涉足‘14俱乐部’，用6年

多时间登上了其中13座，不是要和谁竞赛，而
是享受攀登的过程。”罗静说。

8000米之巅，
雪崩、地震等危险如影随形

马纳斯鲁峰，是2011年罗静攀登的第一
座8000米级高峰。“我是跟着朋友杨春风上
去的，因为没有经验，一路就是跟着走。”罗静
说， 马纳斯鲁峰对她的意义， 是从此跨入了
8000米的大门。

2013年，是罗静印象最深的一年。她用
了2个月时间攀登干城章嘉峰，她形容为“过
程漫长， 结果惨烈”。 第一次攀登时， 到了
8000米左右的位置，由于种种原因不得不撤
下。休息3天之后，大队再次出发，5月20日那
天，有15个人登顶，罗静是唯一的女性。惨烈
的是，有一个人登顶后坐下就再也没有起来，
另外4个人在下撤时发生滑坠而遇难。

下山后很长时间，罗静都沉浸在悲痛中，
一直在思考为什么去登山、是不是还要继续？
直到当年7月初，听到别人一句“不要被外界
的恐惧占据内心”，她才决定继续攀登。

2014年5月18日， 罗静成功登顶道拉吉
里峰。被誉为“魔鬼峰”的道拉吉里峰山势险
峻。在顶峰，罗静见到以前遇难者的遗体，平
和安静地躺在那儿， 用自己的身体诠释了生
命的意义， 也作为对后来者的警示。“我的眼
泪止不住往下流， 任何为了梦想而失去生命
的人，都值得尊敬。”

有一次攀登时，罗静和队友们遭遇雪崩，
她全身都被雪埋住。“就快窒息的时候， 我依
靠本能高举戴着橘色手套的右手， 幸运地被
同伴发现，捡回了一条命。”

“所有的这些都促进了我的成长，让内心

更强大，也越来越理性。”罗静说，真正的登山
不是一次两次登顶，而是在攀登过程中学会解
决问题，不断成长。

“不是我征服了山峰，
而是山峰接纳了我”

2016年5月15日， 罗静成功登顶世界海拔
最高的珠穆朗玛峰。

在大多数登山者心中， 登顶珠穆朗玛峰，
是挥之不去的梦想。不过，对罗静而言，登山不
是为了满足登上最高峰之后的荣耀，也不是为
了给自己增加一点谈资。相反，登珠峰时间长、
成本高。

在攀登第一座8000米级的马纳斯鲁峰前，
罗静有10多万元积蓄，本来准备买车，后来拿
去登山了。她想，没有车照样可以生活，但是登
马纳斯鲁峰是难得的体验。登第二座8000米级
的马卡鲁峰，她是借的钱。第三座干城章嘉峰，
是有朋友赞助了几万元。手头并不宽裕，她却
一直在坚持。

走下雪山，罗静发现，在大自然面前，人是
多么渺小。每一次登顶，她的心里没有“征服”。

“不是我征服了山峰， 而是山峰接纳了我。”罗
静说。

罗静1975年出生于湖南衡阳，2002年开始
接触户外运动，成为“背包族”。她天生不是安
逸的人，喜欢挑战自己，想要活出不一样的人
生。从2007年开始，罗静选择向高山攀登，开始
她生命中的高海拔之旅，好奇心驱使她不断去
尝试。

罗静说，接触到8000米级攀登后，感受到
了攀登的魅力，从心理、经验、体能上来说，都
是一种提升，从此再也停不住脚步。

“意外和危险很多，我也很怕死，但是生命
短暂，如果因为怕死而不去做什么，也只是在
等死。”罗静说。

湖南日报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刘立武

� � � � [名片]
刘利民，男，1981年3月生，民间木雕艺

人。2016年，在湖南国际收藏产业博览会上，
他携根雕作品《一苇渡江》，夺得有着中国收
藏界“奥斯卡”之称的“凤羽奖”的最高奖项
“金质奖”，成为业界的一匹黑马。

� � � � [故事]
民间总有奇人， 华容青年木雕师刘利

民算一个。
空山秋雨后，刘利民一袭汉服长衫，在

自己创立的木雕艺术馆内， 反复把玩着从
四川大山里寻来的树根。 他似乎忘却了周
遭，一颗心都沉浸在眼前的“木雕世界”里。

艺术馆里摆满了寿星、笑弥勒、花鸟鱼
虫等形象的作品， 他给每一件都取了个别
具一格的名字。 他说：“每件作品都独一无
二，都有一个艺术生命。”

虽是个“80后”，但刘利民与木雕结缘
有20多年了，他是省工艺美术大师协会会
员、省工艺美术协会会员、省民间文艺家协
会会员。头衔众多，刘利民更愿意自称“手
艺人”，木雕已成为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朝夕相伴，魂牵梦绕。

刘利民并非出自木雕世家， 原本只是
华容县桃花山上的一介贫民。幼时，他心灵
手巧，小伙伴玩泥巴弄得满身泥，他却安静
地捏泥塑，还能成个“作品”。因为家里穷，

他读完初中辍学，只想学一门养家糊口的
手艺。他16岁拜师，选择了心仪的木雕，开
始跟着师傅走南闯北。

刘利民记得，第一次跟师傅外出雕大
佛，是在四川的一座大山上。与大佛相比，
刘利民只是一个小黑点。他与几位师傅风
吹日晒、夜以继日，奋战近1年才完成。这
让他看到自己的渺小， 悟到天地之宽广。
几年后，他回乡创立木雕艺术馆，试着将
捏泥、绘画，以及走遍大江南北所见所闻
所学，融入木雕技艺中。他说：“从那时开
始，我才懂得：雕是用刀，刻是用心。”

为了寻找好根好木，刘利民遍访名山
大川。好木料难寻，一旦所获，无论多难，
他都会千方百计“请”回家。之后，他脑海
里一直思考着适合创作一件什么样的作
品。有时，一件原材料没有激发灵感，他要
一天天看，有的看几天，有的看几月，有的
是几年。也可能是灵光一闪，或朋友一句
话，激发创作灵感。

“做到天人合一，作品才有生命。”刘
利民根据每块木料的形状来设计与雕刻，
追求独一无二。“拿到原材料时，发现上面
都是自然纹理，我想到了达摩祖师因无法
得到2亩地的赏识而毅然离去的经典故
事。”谈及自己的得意之作《一苇渡江》，刘
利民说，作品利用其木质上本身纹理而雕
刻， 巧妙地把达摩的面容融入阴沉木当
中，完美体现了阴沉木古朴凝重的自然美
与达摩渡江的坚毅。

洞庭山水秀美壮丽，给了刘利民无尽
灵感。他的木雕艺术馆中，陈列着一组《洞
庭女》系列作品。作品采用名贵木材，经入
木三分的精雕细琢，美少女或坐或卧或伫
立或沉思，个个面容清秀、身姿曼妙、栩栩
如生，展现了湖湘儿女的妩媚多情。他感
慨：“木雕需好木，经过你的手才能变成艺
术品，你的心就是它的魂。”

20年悟道，雕的是木，刻的是心。刘利
民有近千件根雕作品进入人们的视野，作
品《一苇渡江》《东方神木雕观音坐像》等
获10多个省、市级奖项。目前，他准备在岳
阳筹建一座木雕民俗艺术品展览馆，免费
对外开放， 开展免费培训、 传承技艺。他
说：“匠人可能一生清贫淡泊，却要凭内心
坚守，将中华技艺发扬光大！”

无限风光在险峰
———“国内民间女性登山第一人”罗静的故事

刘利民：雕出“艺术人生”

� 刘利民 图/张杨

湖南日报9月12日讯 （通讯员 杜文胜
记者 曹娴）日前，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与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在长沙签
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双方将在网络安全、智
慧城市、产业投资、传媒内容制作、新媒体、终
端智能硬件等领域开展全方位的战略合作。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是中央
直管的国有独资特大型集团公司，中国最大的

国有综合性IT企业集团，连续7年入选世界500
强。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传媒第
一股，连续8次入选中国文化企业30强。

据介绍， 电广传媒与中国电子签订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后， 双方将加快推进具体项目
落地， 使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实现有机结合。

在网络领域， 双方将基于广电网络构建

高强度的网络安全体系，推进智慧城市领域和
智能家居等物联网应用项目落地以及有线网
络业务智能终端设备的标准化和产业化。

在内容领域，双方将以“中央厨房”即融媒
体中心建设为龙头，依托湖南广电媒资平台和
手机TV、直播、点播等平台，探讨构建广电移动
互联网+智慧融媒体新平台。

在投资领域，双方将在电子信息、物联网
应用、新媒体等领域实行资本合作，整合网络
运营上下游产业链，加快业务拓展，并计划适
时成立基金及共同打造文化传媒、智慧旅游为
核心的产业园区。

中国电子牵手电广传媒
双方将在网络安全、智慧城市、终端智能硬件等领域开展合作

湖南日报记者 郑旋

“我常感恩于自己的命运。人的命就像琴
弦，拉紧了才能弹好，弹好了就够了。”

不惑之年，作家史铁生的话，让龙利亚感
同身受：“或许有人怜悯我的不幸， 但我感谢
苦难，让我更懂生命的意义。”

如今， 龙利亚在长沙市第一医院门诊部
担任护士长， 告别过去高传染、 高风险的岗
位，工作轻松了许多。不过，她还有点不适应。

9月11日，周一，长沙市第一医院里人头
攒动。

“我马上要做高压氧治疗， 还有手续没
办，怎么办呀？”门诊部门口，一位老人急得团
团转。看过发票收据后，龙利亚立马联系科室
护士带老人先去治疗， 随后亲自帮他办好手
续。

在全院最苦最累的病房， 龙利亚曾经干
了10年。2001年，入院刚一年，医院开设重症
科，龙利亚想都没想，自告奋勇申请从儿科调
过去。

这10年，龙利亚不怕辛苦，积累了丰富
的重症监护护理经验，在甲流、手足口病等暴
发时，又主动扛下病房里最棘手的护理任务。

当医院再次成立艾滋病专科， 龙利亚成
了院长心目中护士长的最佳人选。

由于职业暴露风险大， 艾滋病房被看作
“生命的禁区”。“但也没那么可怕， 只要遵循
操作原则，感染几率并不大。”2011年1月，龙
利亚接受调任， 在两年时间里， 带领着一群
80后护士，将病房打理得井井有条。

期间，她更是当起了患者女儿的“临时妈
妈”。吴某因患有重症艾滋病，被朋友送到医
院后不久，便离开了人世。没有其他亲人，他4
岁的女儿沦落为孤儿。龙利亚于心不忍，每天
精心准备好食物、玩具、图书带到病房，下班
后教小女孩识字，给她讲故事，帮她洗漱好再
回家。有时候，晚上，孩子哭闹着不肯睡觉，龙
利亚只能通过电话，耐心哄她。

“她需要更完整的爱。”最终，龙利亚帮小
女孩找到了合适的收养人，走的当天，小女孩
紧紧搂着她的脖子，号啕大哭。

送走小女孩，想到自己的儿子，龙利亚也落
泪了。

2008年， 龙利亚的丈夫查出患有白血病。
那时起， 白天忙着护理各种病人， 晚上照顾丈
夫， 她每天活得像个高速运转的陀螺， 停不下
来。

丈夫一倒，龙利亚独自撑起家，一撑就是两
年。2010年，龙利亚患上乳腺癌。丈夫受不了这
样的双重打击，不久就去世了。

一个人手术、化疗、放疗……每次治疗完，
龙利亚休息不到一个星期， 就惦记着回病房。
化疗副作用大，她几次出现呕吐症状，被艾滋
病患者误以为是嫌弃，故意刁难她。尽管如此，
她都未吐露自己的病情，甚至加大工作量去照
顾患者。

2013年，龙利亚被评为“长沙市首届十大
最美护士”，从医院到家里，她分给儿子的时间
是最少的。

2014年，龙利亚乳腺癌复发；经过二次手
术，不得不离开“急难险重”岗位，比以前多了些
空闲时间。现在，她早晨能把儿子先送到学校，
再准时赶到办公室，晚上还能给儿子检查作业，
母子谈心。

“生死有命，但我会好好活下去。”面对未知
的生命长度，龙利亚惟愿能看着11岁的儿子长
大成人，看到更多的患者康复出院。

生命以痛吻我，我报生命以歌
———记长沙市“最美护士”龙利亚

萌娃体验湘绣非遗文化
9月12日上午，孩子们和家长一起刺绣。当天，由省湘绣研究所、华声全媒体等单位主

办的“湘绣进校园”开学礼在长沙师范学院附属第一幼儿园举行，200多名不足5岁的萌娃
和家长们一起体验团扇刺绣、观赏湘绣作品。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