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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感动湖南人物颁奖

文化视点

万里相逢“湘德”益彰
——
—“
文化中国·湖南文化走进德国”活动综述
湖南日报记者 易禹琳

10月29日至11月1日，最美的深秋时节。
跨越千山万水， 由湖南省人民政府和国务院
侨务办公室主办的“文化中国·湖南文化走进
德国” 大型文化交流活动落地德国艺术之城
杜塞尔多夫。 来自湘江之滨的湘绣、湘瓷、湘
茶、湘书、湘影、湘昆、湘音、杂技在莱茵河畔
刮起浓郁的湘风，惊艳了德国观众。
4天时间，零距离的文明对话，旅游、图书
等多领域的合作签约， 就如中国驻杜塞尔多
夫总领事冯海阳所言：“湖湘文化和德意志文
化在莱茵河畔交织绽放，构成了一幅‘湘德益
彰’的生动画卷，既体现了中国人‘各美其美、
美美与共’的文明观，也为促进中德友好提供
了人文交流的助力。 ”

万里相见，“魅力湖南” 美不

黄小玲现场展示精湛的釉下五彩“勾线分水”
技艺，让德国人大开眼界。
精美的湘书除了 《大中华文库》《历代辞
赋总汇》等大部头图书，还带来了适合孩子看
的图画书，一名德国男孩一翻开就被迷住了，
缠着爸爸讲解。 张家界的砂石画竟然是用天
然的砂石和取自大自然的各种材料制作，德
国观众忍不住用手去摸摸。 一对德国夫妇在
湖南文创展品前舍不得走开， 仔细地摩挲观
看匠心独具的铜趣大冒险、湘军、五福将、镇
纸、手镯、围巾。 德国明斯特大学的金琥珀和
汉堡大学的赖亚明被侗锦、苗绣、麻质画迷住
了，期待去湘西实地走访。
相邻的“锦绣潇湘”图片展同时开展，每
一幅照片都是湖南神奇的山水、 建筑和多彩
民俗文化的实证。德国观众们流连忘返。很多
人表示，湖南将是他们旅行计划的下一站。

纵横千年，现场体验妙不可言

胜收
100多年前，德国建筑学家、汉学家波希
曼来湘，用镜头记录了湖南的建筑、风俗和人
民的生活。近年，长沙至法兰克福的直航航线
和湘欧快线加速两地人民的旅游往来；大众、
西门子、麦德龙等德国企业在湖南落地生根，
三一重工、中联重科、时代新材等湖南企业在
德国投资设厂。 这一次，也是第一次，湖南文
化跨越万里，大规模、原汁原味地，以最美的
姿态呈现在德国民众面前。
当地时间10月29日下午， 杜塞尔多夫
CCD会议中心。“魅力湖南”文化展、“锦绣潇
湘”图片展开展。 每天观展者络绎不绝，到11
月1日达到高潮，展厅“爆棚”，各个展台被挤
得水泄不通，原定17时撤展，不得不延迟到晚
上。 许多展品达成购买意向。
杜塞尔多夫市长托马斯·盖泽尔走进湘绣
馆， 第一眼就被北极熊栩栩如生的毛发惊艳，
没想到后面的《虎头》毛发逼真立体，20多种色
彩表现的眼睛无论从哪个角度都盯着观众。 市
长的眼睛瞪得大大的，看到双面全异绣《老虎·
熊猫》， 中国刺绣艺术大师成新湘现场示范双
“不可思议”。 湖
面刺绣，市长惊呼声不断，连称
南省湘绣研究所领衔7家湘绣企业， 带来57套
75件绣品， 件件惊艳， 展台上的刺绣扇子、项
链、音响、笔记本当场就被人购入囊中。
不可思议的还有“白如玉，薄如纸，明如
镜，声如磬”的醴陵釉下五彩瓷，陶瓷工艺大
师的45件作品美轮美奂，中国陶瓷艺术大师

湖南文化纵横几千年的魅力， 吸引着德
国民众跃跃欲试。 湖南省湘绣研究所特意带
来了20套刺绣道具现场教学。 观众无论老
少，都想体验一把这有2000年历史的“指尖
芭蕾”，道具早早被抢购而光。最早踏上“海上
丝绸之路”、出使“一带一路”的长沙铜官窑，
此次带来了20多家工作室的50多件作品，既
有仿古和当代陶艺， 也有集实用与艺术一体
的陶壶茶具。 最受欢迎的是“泥人刘”传人的
现场拉坯。孩子想玩，大人也想玩。不到半天，
刘嘉豪带来的4公斤陶泥就用完了。
在湘茶展区，许多德国人坐下来，静静欣
赏茶艺，品茗一杯黑茶，好奇这种茶好喝还能
减肥。 在湘影展区，为了得到一个可爱的“芒
果崽”， 许多德国人学着用汉语大声喊出了
“我怎么这么好看”。 现场最忙的是湖南省书
协副主席胡紫桂， 他不知道教了多少德国人
用毛笔写“福”字。 一个德国老太太还写出了
一首李白的诗，带回家中珍藏。
静态的湖南文化美得让人着迷， 动态的
湖湘艺术更让人沉醉。 连续4天，每天3场的
湖南省歌舞剧院的古琴、古筝、二胡、琵琶演
奏及常德丝弦表演、 湖南省杂技艺术剧院的
草帽舞、扇子舞、单手倒立等杂技表演，围满
了或站或坐的观众。 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张
富光的昆曲文化讲座《兰韵千秋》，既讲了昆
曲起源，又有助演嘉宾的昆曲清唱、独奏、折
子戏表演。

湖南省杂技艺术剧院的杂技剧《加油吧！
少年》 连续3天在杜塞尔多夫CCD会议中心
小剧场上演。融合音乐剧、舞台剧和高难度杂
技， 有情节有故事的励志剧， 征服了德国观
众。谢幕时，观众长时间的欢呼声和掌声几乎
要搅动莱茵河的波涛。

携手同行，共创互利共赢的未来
高山流水遇知音。 在“文化中国·湖南文
化走进德国”活动开幕式上，湖南山野的侗族
歌舞《酒歌》与浪漫的德国啤酒狂欢节舞曲同
样欢快，中国的二胡、古筝、琵琶、笛箫合奏的
《春江花月夜》与德国贝多芬的钢琴曲《月光
曲》一同呈现了最美的月色。 一首《乘着歌声
的翅膀》，德国人与中国人都会唱。
跨越千山万水而来， 湖湘文化得到充分
展示，为中德合作架起心灵的桥梁。心灵的契
合，迅速结出了合作的果实。
10月29日下午，“锦绣潇湘” 走进德国
（杜塞尔多夫）旅游推介会上，欧洲轻型电动
车协会与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签署合作备忘
录， 德国Tour Vital与中国国旅湖南公司签
约建立战略合作伙伴。推介会前，湖南省文化
和旅游厅主办了“锦绣潇湘”走进德国——
—湖
南徒步·骑行旅游装备发展座谈会，热诚邀请
来自英国、 德国、 荷兰和比利时的知名旅行
商、旅游投资商和旅游装备制造商参加2019
年中国湖南(第十届)旅游产业博览会暨湖南
国际旅游装备展。
10月31日上午，中南出版传媒集团与德
国塔利亚集团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一
个是亚洲实力最强的出版集团， 一个是德语
区最大的图书发行和电子出版物公司， 双方
强强联合，将在传统图书发行、电子图书、语
音出版等多个方面进行深入洽谈。 双方商定
明年年初再次会面， 就进一步推进战略合作
达成一揽子工作计划。
“认识越深入，了解才越深入。”杜塞尔多
夫德中友协主席博宁感言， 中德虽社会制度
不同，却是可靠的合作伙伴。北威州投资促进
署大中华区负责人符强表示，迄今已有1100
多家中资企业落户北威州。相信此次“湖南文
化走进德国” 活动将拉近湖南与北威州两地
人民的距离，增进双方相互理解。
携手并肩，“湘德”益彰。4天的相会，惊鸿
一瞥，短暂而难忘。 这只是开始，湘德互利共
赢的未来，值得期待。

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 镜观其变

从“
保命堤”到风景线

—庆祝改革开放
——
40年

湖南因水得名， 水是湖南最明显的
地理特征，也是最大的省情。防洪大堤是
抗御洪水的重要工程措施， 是人民群众
的
“
保命堤”。改革开放以来，我省持续大
干水利，防洪能力明显提升。近十年与上
世纪90年代相比，全省年均因洪涝灾害
死亡人数从415人下降到36人， 洪涝灾
害年均损失率从8.56%下降到0.72%。
近年，随着生态文明理念的确立，越来越
多的城市开始对防洪大堤进行综合改
造，在保障防洪作用的前提下，构建集景
观、休闲、交通于一体的“城市绿道”，形
成一道道靓丽的风景线。

1978年1月8日， 桃源县防洪大堤一派
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 湖南日报记者 摄

民族魂 奋斗曲
—新时代的奋斗者
——
湖南日报记者 姜鸿丽 通讯员 唐汇准

11月2日下午4时许， 邬松涛接诊完4名
艾滋病患者后， 安乡县一名已治疗7年的患
者又把检查单递给了她。 “你的病毒载量上
升异常， 回去一定按时服药， 3个月后再来
检查一次， 看是漏服药物的原因， 还是产生
了耐药性。” 邬松涛拿过检查单细看了一遍，
耐心地对他说。
邬松涛今年48岁， 毕业于南华大学临床
医疗专业， 是常德市皮肤病性病防治所副所
长。 2005年开始， 常德市皮肤病性病防治
所成为艾滋病医疗机构， 同时用中西药治疗
艾滋病。 当时社会上谈“艾” 色变， 所里医
生连换3名， 都没干满1年。 邬松涛接棒走上
抗“艾” 路， 身背药箱走访患者， 带领团队
下县巡诊， 还利用网络线上线下联访……在
守护艾滋病患者生命的特殊战线上， 她一干
就是13年。
2005年秋季的一天， 津市一个偏远乡
村上报一个艾滋病例， 刚从上海公卫救治中
心进修归来的邬松涛马上去走访。 患者是一
名男青年， 躺在偏屋里一块木板上， 面色枯

11月4日， 常德市沅水大桥段， 防洪大堤绿意盎然。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邬松涛：用爱守护患者生命
黄， 骨瘦如柴。 “医院都下了病危通知， 你
还能治好？” 面对其家人质疑， 邬松涛仔细
翻看病历， 又通过全面体检发现， 患者除了
贫血和肝功能异常外， 其他指标尚可， 她迅
速为他制定了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案。 随后3
个月， 邬松涛每隔三四天上门诊治一次， 把
他从鬼门关里拉了回来。
一段时期， 邬松涛接触的艾滋病患者多
是晚期危重病人， 治疗药物毒副反应大。 邬
松涛采用中西医治疗相结合的方法， 尽量减
少病人毒副反应， 帮助他们重建免疫系统。
邬松涛还反复尝试， 把中药制成蜜丸和水
丸， 解决了中药口感与携带问题。
在邬松涛努力下， 当地艾滋病患者经治
疗存活率达到了90%以上， 接近一线大城市
水平。 邬松涛名气渐大， 先后成为中华医学
感染病艾滋病学组、 湖南艾滋病性病专业委
员会、 湖南艾滋病诊疗质控中心委员会等多
个专家组的成员。
为了让女性艾滋病患者也有做母亲的权
利， 邬松涛在“母婴阻断” 技术上刻苦钻
研、 奋力攻关。 6年前， 一个患者找到邬松
涛， 急切地表示想怀孕。 面对患者的渴求，

邬松涛决定实施常德首例母婴阻断术。 根据
当时的治疗技术， 备孕的患者须病毒载量清
零 ， 治 疗 满 3年 以 上 ， 但 成 功 率 也 难 达 到
100%。 为确保万无一失， 邬松涛赴北京、
上海等地， 向专家求教， 并自己查询前沿资
料， 制定母婴阻断干预方案， 在患者怀孕前
3个月采用中药抗病毒治疗， 提高免疫细胞
量。 最终， 这名艾滋病患者如愿以偿， 实现
了做妈妈的梦想。 至今， 常德已有17例艾滋
病患者生下健康宝宝， 其中去年就有8例。
这两年， 不断有新药纳入艾滋病领域免
费医疗， 让邬松涛看到了党和政府对艾滋病
治疗的高度重视， 这更坚定了她为挽救艾滋
病患者生命而奋斗的信心。 今年， 她又着手
常德市科研课题——
—三维肝康治疗艾滋病患
者肝损伤及脂肪肝、 肝硬化临床研究， 以降
低患者毒副反应。
时常有大医院向邬松涛抛出橄榄枝， 但面
对高薪， 她淡然处之： “
如果我走了， 这些艾
滋病患者怎么办？” 常德市皮肤病性病防治所
所长刘凤姣感慨地说： “
在一些人不愿意接触
的艾滋病领域， 她却呕心沥血， 用爱守护患者
生命， 这种忘我奋斗的精神令人敬佩！”

湖 南 日 报 11 月 7 日 讯 （记 者 李 国 斌 ） 7
日下午，由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中央电视
台指导，湖南日报社、省军区政治工作局、省
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共同主办，三湘都市
报承办的2017年度“感动中国之感动湖南”
人物评选颁奖典礼在长沙举行。省人大常委
会党组成员李友志出席颁奖典礼，并为荣获
“2017年度感动中国人物”称号的谢海华颁
奖。
“2017年度感动湖南人物”评选中，在
宁乡沩山泥石流灾害中不惧生命危险，对村
民展开生死营救的祖塔村英雄群体成为
“2017年度感动湖南年度致敬人物”。 不惧

癌症威胁用爱守护病患的“白衣天使”龙利
亚、不离不弃诠释人间真爱的谢海华、带动
一座城市求善向善的宜章好人协会，以及吴
正平、温佐望、李寿武、唐氏兄弟、匡卫平、赵
峻获“2017年度感动湖南十佳人物”殊荣。
其中，“2017年度感动湖南人物” 谢海华代
表湖南荣登央视舞台，成为“2017年度感动
中国人物”。
颁奖典礼结束后，“2018感动中国之感
动湖南”人物评选活动启动。 据悉，“感动湖
南人物”评选已经连续举办9年，共推出11
名“感动湖南人物”走上央视“感动中国”的
舞台。

化
为

餐厨垃圾去哪儿了
——
—看“联合餐厨”如何变废为宝
联合餐厨餐厨垃圾日
均处理能力 800 吨； 总处
理量近90万吨。
联合餐厨餐厨废
油日均精炼出工业级
混合油40余吨， 总精
炼45万吨。

联合餐厨餐厨废水
发酵出的沼气， 日均发
电量超过4万千瓦时。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黄婷婷

11月7日15时48分，编号
“
岳-009”的餐厨
垃圾收集车驶入长沙市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理
厂，经过地磅称重后，缓缓开进卸料车间。
“岳-009”负责收集长沙岳麓区西湖公
园附近100来家餐饮店的餐厨垃圾。
湖南联合餐厨垃圾处理有限公司（简称
“联合餐厨”） 综合管理部经理黄杉告诉记
者，在长沙的餐厨垃圾没有进行统一收集之
前，餐饮门店的泔水或直排入下水道，或卖
给收泔水的小贩用来养猪，或以“地沟油”的
形式重回餐桌，形成巨大的食品安全隐患。
从监控平台上可以看到，“岳-009”的
图标由绿转灰，表示它完成了当天第一批泔
水收集的工作。
而在整个长沙，分布着“联合餐厨”150
多辆类似的餐厨垃圾收集车，每辆车都装有
定位系统和操作监控摄像头，拥有固定的编
号和收集路线。 它们像蚂蚁般，每天勤奋地
“爬行”在长沙市6个区和长沙县纵横交错的
大街小巷，上门收集餐厨垃圾。
2012年6月28日，总投资2.2亿余元的长
沙市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理项目建成投产；
2017年底， 长沙市在全国率先实现了餐厨
垃圾收集处理全覆盖。
迄今为止， 该项目与全市3500余家大
中型餐厨垃圾产生单位，签订了餐厨垃圾收
运处置合同； 与1.8万余家小型餐厨垃圾产
生单位，签订了餐厨垃圾处置承诺书。 针对
不同的商家类型，泔水、灶台油、肯德基等快
餐店的废弃油，都会有不同的车辆分类别分
批次上门收集。
“连小街小巷里的夜宵摊、米粉店都没
有放过。 ”黄杉颇为自豪地介绍：“目前餐厨
垃圾的日均收集量为620吨，项目投产后总
处理量近90万吨。 ”
这近90万吨的餐厨垃圾都去哪儿了？
不同于记者想象中泔水收集地的苍蝇
满天、污水横流，在清洁的厂区里转过一圈
之后，记者不禁感慨，原本充满了腐臭味和
混合杂质的泔水， 竟然能在这占地60亩的
处理厂内，通过一个个大罐子，被分解得一
干二净。
记者看到，“岳-009” 餐厨垃圾收集车
卸下来的泔水，先经过破碎制浆，然后通过
管道输送到6个蒸煮釜内。 在这里，经过80
摄氏度的高温蒸煮和离心装置处理，油、水、
渣逐渐分离开来。

制图\李妍

上层的油流入储油池，中层的水被抽往
厌氧罐，下层的渣则集中堆在一处。
黄杉说，这一步分解过后，餐厨垃圾的
处理便完成了一半；接下来，分离出来的油、
水和渣，便通通成了宝贵的原料。
她拿起一瓶没有杂质、色泽透亮的深棕
色油向记者展示， 储油池里的废弃油脂，经
过脱水、脱杂、脱硫、脱臭等工艺后，可以精
炼成纯度达标的工业级混合油。
据了解，厂区目前的工业级混合油产量
约每天40余吨，全部出口欧洲，被进一步提
炼成生物柴油，运用到工业生产中。
餐厨垃圾中的污水，不同于一般的生活
污水，有机质含量要高出千倍以上，因此，餐
厨污水在厌氧罐中发酵出大量沼气，输送到
圆顶封闭的沼气罐内，用来发电。
黄杉说， 这些沼气的发电量除了可以供
应整个厂区用电，日均发电量还有4万千瓦时
盈余，已并入国家电网，成为营收的一部分。
经过厌氧、好氧处理过的污水，经检验
达标后，“功成身退”， 排入市政管网的污水
通道。
堆积在一起的废渣， 处理起来最为方
便， 装车后直接运往株洲的蝇蛆养殖基地，
成为培育蝇蛆最佳的高蛋白食物。
“最近，我们把残余的沼液、沼渣都运用
到了农作物种植中，作为有机肥料，真正实现
了百分百资源利用。 ”黄杉说，这样一来，餐厨
垃圾被全部分解殆尽，实现了变废为宝。
据了解，负责运营长沙市餐厨垃圾无害
化处理项目的“联合餐厨”，在2017年已经
收支持平，今年有望扭亏为盈。
目前，整个厂区的日均餐厨垃圾处理能
力已经达800吨，记者看到，二期好氧装置
正在建设当中，处理能力还将进一步扩充。
黄杉表示，目前统一收集来的餐厨垃圾
中，还包含着不少塑料餐具、塑料袋、桌布等
其他垃圾，增加了分拣的难度。 但随着垃圾
分类的普及，餐厨垃圾有望在源头上进行减
量；同时，也将更有利于提升餐厨垃圾的处
理效率，减少厂区机器的损耗。
黄杉告诉记者， 餐厨垃圾的处理工艺，
全国大部分城市都在摸索阶段，极少有前车
之鉴。 近年来，厂区内的餐厨污水处理由外
包给污水处理厂到“自行解决”，到沼气发电
产生效益；精炼出的工业级混合油纯度也在
不断提升。
餐厨垃圾去哪儿了？或许以后还将有更
为丰富的答案。

雪域冰川上的生死救援
杨芳 左丹 李曼斯

“
有人晕倒啦！ 有人晕倒啦！ 救命啊……”
11月4日上午11时许，西藏洛扎县与不丹交
界边境的40号冰川上， 长沙市第四医院援
藏专家邹立新、钟丽瑶和长沙市第三医院援
藏专家廖海英，利用假日，正在欣赏雪域高
原的冰川美景，身后突然传来呼救声。
循着呼救声望去，100多米外围着一群
人，他们立即奔跑过去。冰川景点处，游客较
多。为了尽快赶过去，邹立新一边奔跑，一边
大声喊道：“我们是医生，让一让。”他们翻越
了几个雪坡，赶到了现场，只见一位年轻女
子倒在冰川上。
邹立新伏下身子查看，发现倒地女子牙
关紧闭、口唇发绀、脸色苍白、瞳孔微扩、意
识不清，测血氧饱和度50%，心率60次/分，
脉搏细弱，初步判断该女子可能因严重的急
性高原反应导致休克，生命危在旦夕。

翻越雪坡、连续摔跤的钟丽瑶，立即把
自带的氧气瓶给患者吸氧。邹立新把钟丽瑶
随身带的一支葡萄糖口服液挤入患者口中。
3位医生带的氧气瓶用完了， 周边素不
相识的游客们， 纷纷拿出氧气瓶帮助患者。
冰川上气温仅摄氏零度左右。 患者没有同
伴，而且只穿了一条肉丝加绒袜。 为避免患
者受寒病情加重，邹立新脱下羽绒服，盖在
患者身上，让其保暖。
患者缺氧严重， 可能导致脑水肿后遗
症，必须马上送往医院治疗。 可是，在海拔
5000多米的雪域冰川上，呼叫120，等救护
车上来，至少需要2个多小时。
待患者病情稍微稳定后，他们组织几位
年轻小伙子， 轮流背着患者，15分钟后将其
送到冰川景点附近的汽车站旁，给她换上钢
瓶氧气吸氧，大巴车迅速将其送往最近的浪
卡子县人民医院。 据最新消息，该患者目前
已转危为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