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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湘籍画家李自健的《人性与
爱》油画巡回展犹如一部激荡人心的交响
乐；那么，油画《南京大屠杀》就是这交响
乐中一曲悲壮的乐章，在整个展出阵容中
发出撼人的最强音。

5月8日，这件“镇展之宝”由李自健捐
赠给中国国家博物馆，将永久陈列在这座
中华民族宏伟的文化圣殿里。10日， 在北
京举办《人性与爱———李自健油画祖国巡
展》谢幕展的李自健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电
话采访，讲述了《南京大屠杀》背后的故
事。

初衷：星云大师的嘱托
一次偶然的机缘，李自健结识了享誉

世界的高僧星云大师。一天，星云大师和
李自健谈起了自己的身世：12岁那年，母
亲带着他到南京去寻找父亲，他们在尸骨
遍野的死人堆找了十多天，也没能找到自
己的父亲。最后，他在南京栖霞寺出家。

“没有找到父亲，却看到很多很多的
死人， 那种惨状深深地留在我脑海中，始
终无法忘记。” 星云大师嘱托李自健要画
好这幅画，让世界更多人知道南京大屠杀
这个事实。

“我将自己关在画室里废寝忘食地创
作，画室里不停环绕着贝多芬的《命运交
响曲》和盲人阿炳的《二泉映月》那悲伤的
旋律，我悲愤地一笔一笔画着堆积如山的
死难同胞，一次次陷入揪心的沉痛，一次
次掉下悲伤的眼泪。” 连续工作了80多个
日夜，这幅长3.3米、高2.4米的巨画最终完
成。

《南京大屠杀》由“屠”、“生”、“佛”三
联组成。左侧为“屠”：两个趾高气扬的日
本军官站立着，其中一个正狞笑着擦拭沾
满鲜血的战刀；中间为“生”：在尸山的上

面，一个孩子正趴在裸露着胸膛惨死了的
母亲身上哭喊着；右侧为“佛”：一位佛家
弟子正拖起一位惨死的老人。

“画得太好了！画出了我的记忆，超出
了我的想象。” 久久凝立在这幅画前的星
云大师被深深震撼了， 眼角泛动着泪花。
当李自健提出，想携带《南京大屠杀》等百
余幅油画作品，以“人性与爱”为题举办环
球巡展时，星云大师欣然支持。

波折：日本右翼屡次阻挠
在后来的全世界巡展中，触目惊心的

《南京大屠杀》引发了轰动，也遭遇了日本
右翼势力屡次阻挠。

1996年春天，李自健的《人性与爱》画

展在纽约圣·约翰大学亚洲艺术馆展出。
闻讯赶来的多名日籍教授要挟艺术馆不
得展出《南京大屠杀》。李自健义正词严地
对他们说：“日军能在南京杀死那么多中
国人，难道我画幅画都不行吗？”

1999年10月25日，李自健的《人性与
爱》画展在荷兰霍恩市的西弗里博物馆开
幕后，一些日本人赶来“闹场”，要求主办
者撤下其中的《南京大屠杀》，被主办方拒
绝；此后，《人性与爱》画展又转到阿姆斯
特丹的苏富比艺术大厅展出，由于日本驻
荷使馆和旅居荷兰的日本人通过各种渠
道向苏富比施加压力，苏富比又“不愿意
得罪日本人”， 主办方最终将《南京大屠
杀》撤展，此事在荷兰引发了一场轩然大

波，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巡回展的第三
站在荷兰的泽斯特皇宫举行，同样遭到了
日本右翼分子的无理取闹，日本外交官甚
至还给泽斯特市市长打电话， 要求撤掉
《南京大屠杀》，市长拒绝了这一要求。

日本右翼势力为了达到否认历史的
目的， 连一幅反映史实的艺术品都不放
过。《南京大屠杀》的展出屡遭阻扰，反而
更坚定了李自健要将其继续展出下去的
决心，他还特别在《南京大屠杀》的下方用
英、中、法、西班牙四种文字添加了说明：

“为悼念1937年在中国南京被日本军国主
义屠杀的30万无辜同胞而作。”

归宿：警示之作再被收藏
如今，这幅油画已伴随李自健度过了

10年的世界巡展旅程， 走过了十几个国
家，40多座城市。

在南京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
同胞纪念馆，永久陈列着同样的一幅《南
京大屠杀》作品，那是2000年由星云大师
和李自健捐赠的。

李自健说：“首版《南京大屠杀》捐赠
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后，为了继续让世界更多观众去深刻地感
悟人类和平的珍贵，反省一段惨绝人寰的
真实历史，2003年，我在美国重新绘制了
这幅画。”

“现在，《南京大屠杀》能永久陈列在
中国国家博物馆， 每天面对那样多的中
外观众，为真实的历史代言，让我深感慰
藉。”李自健也表示 ,《南京大屠杀》是他
的《人性与爱》巡展中不可或缺的核心作
品。

“我的目标是举办至少100场全世界
巡展，目前已举办72场。在接下来的20余
场巡展中，《南京大屠杀》不会缺席，如果
馆藏不能外借，也不排除我将绘制第三幅

‘南京大屠杀’的可能。”李自健说。

本报5月12日讯 （记者 陈薇 ） 今天，
湘籍画家李自健的 《人性与爱———李自健
油画祖国巡展》 谢幕展在北京中国国家博
物馆圆满结束， 同时也为历时3年的祖国
巡展画上完美句号。

20余天的展览期间， 中国艺术研究院
举办了李自健油画学术研讨会， 数十位中
国学术界、 文艺界、 新闻界专家、 学者出
席。 专家们认为， 李自健在长达40多年的
艺术生涯中， 始终执着于自己的艺术追
求， 崇尚“为人生而艺术” 的理念， 创作
出来了一大批讴歌人性、 直面人生的写实
主义油画作品。 其油画写生和表现当中运
用了文学性， 画中有故事， 作品是实景与
情节的结合， 时间与空间的结合， 是一位
用油画写诗的艺术家。

北京谢幕展期间， 李自健将其代表作
《南京大屠杀》 捐赠给中国国家博物馆永
久收藏。

本报记者 李伟锋

地面遥控即可清淤地下管网
5月9日，长沙市开福区福元路，长沙

学院附属中学门口，一台新型清淤车正在
作业。

地面环卫工人通过遥控操作，一只长
有“爪子”的机械手从清淤车上伸出，从下
水道井口缓缓向下探。不一会，机械手从
井下“掏出”一堆淤泥、碎石块、烂布条等
杂物。

这台清淤利器，是由湖南奇思环保公
司推出的最新环保设备。据开福区市政人
员介绍，这种车载自掏式清淤设备，采用
先进的3级液压伸缩臂直接掏挖， 最大挖
掘深度达7米；机械手前段的抓斗，可在井
内360度旋转， 确保掏挖时井内不留死
角，清淤率达95%；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
也减少了环卫工人下井作业的危险。

在长沙市雨花区的湖南环保科技园，
奇思环保公司针对地下管网清淤研制的
掏挖式管道疏通车，引起记者好奇。

据公司总经理刘小艳介绍，这种疏通
车“横竖可以用”：既可竖着从井口下去，
把淤塞物挖出； 还可拐弯横着进入管网
内，将堵在管道内的砖块、沙浆、泥土等掏
出。最大适用井距达50米，可以清理直径
300毫米至800毫米的下水管道， 清淤率
达到90%，较好地克服了人工掏挖或高压
水冲的弊端。

遵循“挖出来才是硬道理”的理念，奇
思环保专业从事地下管网清淤设备研制
多年；产品最大特点，就是不需要人工下
井，照样可以把地下管网疏通。目前，已拥
有专利11项， 产品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畅
销北京、天津、山东、河南、广东等20多个
省份。

井盖，水冲不走、贼偷不走
5月7日，一场大雨骤降长沙。据长沙

市政部门粗略统计，暴雨中，城区至少冲
走44块井盖。

积水最严重的开福区，5月7日晚有34
处下水道井盖被冲走， 主要集中在车站
路、伍家岭等地段。为防止意外发生，该区
工作人员彻夜值守，赶在天亮前把每一处
井盖补齐。

此前3月22日晚， 长沙市天心区涂家
冲，大雨冲走一下水道井盖，年轻女孩杨
丽君不幸跌落井下，至今下落不明。

下水道井盖屡屡出问题，已成为城市
管理者一块“心病”。治疗这“病”，是否有
既治标又治本的“良药”？

为此，记者近日来到“铸造之乡”长沙
县金井镇，走访了拥有中国井盖行业唯一

“中国驰名商标” 的企业———长沙金龙铸
造实业有限公司。

公司副总经理黄为向记者展示了公
司的特色产品———“金龙牌” 球墨铸铁井
盖。

看似简单一块铸铁， 却暗藏玄机：井
盖内装有门栓式锁定装置和楔型锁紧装
置，井盖一旦盖上，只有通过专业设备才
能开启，更不惧水冲；井盖与底座之间，装
有柔性垫，外力碾压不会产生噪音；原材
料采用高强度、高延伸、耐腐蚀的球墨铸

铁，最高可承受90吨冲击力而无损伤。
这种防盗、防噪声、抗冲击的井盖，已

在全国10多个省份得到使用。
在金龙铸造公司，记者还看到更高级

的井盖：井盖上设置有电子密码和无线报
警装置，既可以防止偷盗、丢失，还可以实
现远程监控，智能化程度较高。一旦井盖
出现异常， 管理人员通过无线报警装置，
可以及时发现、及时修复，其安全防护性
大幅提升。 这种井盖， 已出口到德国、日
本、意大利、西班牙、加拿大等国。

好设备在省内叫好不叫座
无论是清淤设备， 还是防盗井盖，在

省外市场广受青睐，但本省市场反而遭到
冷遇，即使是原产地长沙，采用的也不多。

奇思环保的清淤设备，去年共销售了
50台，但省内只有4台，其中长沙两台，益
阳、郴州各1台。这也是该公司产品近5年
在省内的首次销售。

出现这种尴尬，奇思环保总经理刘小
艳认为，一是有些职能部门并不知道有这
么好的设备；另外，市政部门一次投入大
量资金购入这种设备有困难。一台车载自
掏式清淤设备，市场售价80万元左右，对
县一级市政部门来说， 的确不是个小数
目。

省经济学会理事长刘茂松教授则认
为，目前的管理体制也是新设备推广难的
一大障碍。他认为，很多地方宁愿等出了
问题再去救灾， 也不愿事先花本钱去防
灾，“现实中，申请救灾资金比申请设备购
置资金要容易得多”。

金龙铸造井盖在本省的采用也不乐
观。

据初略统计，目前长沙市区道路各种

井盖总数达70多万只， 但质量良莠不齐，
真正的好井盖，不到40%。

金龙铸造副总经理黄为介绍， 金龙
铸造的井盖， 目前在长沙市的五一大道、
芙蓉路、 人民路、 潇湘路、 湘江大道等
已经使用。 目前， 还没有出现过被水冲、
被偷盗等现象。 除了长沙， 株洲、 衡阳、
岳阳、 常德等城市也使用了金龙铸造的
井盖。 但省内使用量， 不到该公司销售
量的20%。

金龙铸造产品在省内难以大范围推
广，该公司董事长常应龙认为，首先是价
格。金龙铸造的普通井盖，每套产品市场
价格在800至1000元之间，从单次投资来
看，确实比一般井盖要高20%以上。但一
套金龙铸造井盖，至少可用30年，使用中
几乎不存在压碎、水冲、偷盗等现象，这样
来算，金龙铸造井盖优势尽显。

另外，缺乏井盖准入地方标准。我省
城市建设中，应该使用达到何种标准的井
盖，哪样的井使用哪样的盖等，没有标准。
而目前国内大多数省会城市已对井盖实
施市场准入制，我省也应从生产源头到使
用单位加强质量监管，实施许可证性质的
井盖准入制度。

据记者了解， 今年4月国家住建部发
文要求加强城市井盖管理， 明确提出在
2014年底前， 完成设市城市建成区井盖
隐患整改，提高井盖安全保障能力，并把

“城市井盖管理纳入省级住房城乡建设部
门检查评比考核体系”， 以政绩考评来增
加问责压力。

无论井盖，还是地下管网，事关城市
排水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但愿，好设
备能在本省得到广泛使用， 井盖不再夺
命，城区不再“看海”。

湖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协办

经济 视野

“奇思环保”研制的掏挖式管道清淤设备，不用人工下井即可疏通地下管网；“金龙铸造”研
制的下水道井盖，抗碾压、防偷盗、无噪音。这些“长沙产”市政设备，畅销外省，走俏国外，省内
却很少采用。每当雨季,城市内涝频发，“夺命井盖”屡现———

好设备为何墙内开花墙外香

新型救灾无人机亮相
可为抗震救灾带来便利

本报5月12日讯（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周威）耗时不到
两分钟，现场组装完毕；无需跑道，垂直升空，迅速起飞；空
中悬停，只需操纵方向，即可完成“闪、转、腾、挪”；实时回传
现场视频，并自动进行测距和GPS定位……今天，记者在第
十届“挑战杯”湖南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现场看
到，由国防科大学员周易、李晓华等设计的“哨兵”新型救灾
小型无人机，不仅能在短时间内找出灾害生源，还能将轻型
物资投送到指定地域，一亮相就博得满堂彩。

“哨兵”新型救灾小型无人机是一种垂直起降飞行器，
适合于在地震、火灾等灾害现场，高楼林立的城市街区以及
战场等特殊环境下， 执行特殊任务， 既保证设备和人员安
全，还具有较强的任务执行能力。

据了解，脑袋圆、长着触角的无人机———“哨兵” 轻巧
灵活，四翼螺旋桨的“翅膀”，使得它动力强劲，并实现垂直
起降；“触角”是四根弹簧，用于着陆缓冲；圆圆的“脑袋”在
空中受力均匀，易于平衡，实现了其在空中定点悬停、垂直
升降、携带载荷等功能。

为了能在短时间内确定地震等灾害生源人数和范围，团
队成员不仅给“哨兵”安上了红外线传感器，还加上先进的GPS
室外定位，以感知和获取人的具体位置，再根据伤员的现场情
况投送必要的物资和药品进行自救。同时，指挥员还可根据“哨
兵”上的摄像头获取灾区路面情况以实现探路功能。

李自健油画祖国巡展
圆满谢幕

油画《南京大屠杀》被“国博”收藏后……文化 视点

油画《南京大屠杀》创作过程中的李自健。 （资料照片） 通讯员 摄

5月12日，参赛选手在进行人形机器人挑战赛。当天，第六届长沙市中小学生机器人竞赛在岳麓区举行,来自全市40多
所中小学的240支队伍参加了比赛。小选手精心设计、制作的机器人参加了足球比赛、即兴擂台、综合技能等7个项目的角
逐。 本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何笑梅 摄影报道

比比谁的手艺好
职业院校中职烹饪技能竞赛举行

本报5月12日讯 （记者 彭彭） 5月11日， 由省教育厅
主办、 省教育科学研究院承办的2013年我省职业院校中职
烹饪技能竞赛在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湘菜学院举
行。 张家界旅游学校、 资兴市职业中专学校等6所中职学
校参赛。

本次竞赛共设冷拼与雕刻、 中餐热菜和中餐面点3个
项目， 每个项目比赛内容均由规定作品比赛和自选作品比
赛两部分组成。 中国烹饪大师、 湘菜大师许菊云、 王墨
泉、 刘国初等担任评委， 将按照省教育厅确定的评分标准
和评分细则进行评分排名和评奖。

32年用尿不湿 耻骨分离达102毫米
世界罕见先天性耻骨分离

修补手术成功
本报5月12日讯（通讯员 王建新 朱可为）今天笔者从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获悉，近日该院成功为一名先天性耻骨
分离达102毫米的32岁患者郭先生实施了骨盆修补术。据查
阅相关文献资料显示，这是世界上先天性耻骨分离患者中分
离度最大、最年长、且合并有膀胱癌的手术病例，采用的多项
创新术式亦属首创。

耻骨（联合）位于骨盆下部，双腿之间，正常间距仅4至5
毫米，间距过大即为耻骨联合分离，且常合并有先天性膀胱
外翻。先天性患者大多因泌尿系统逆行感染等并发症在成年
之前去世。国内外公开资料显示，目前世界上已知病例年龄
最大的只有29岁，耻骨分离距离最宽的也只有94毫米。

郭先生是邵阳人，自幼便发现肚脐下方有一团红色翻出
肉团，且无法自主排尿，出生至今，32年都离不开尿不湿。通
过检查，医生发现，郭先生耻骨分离度达102毫米，且合并有
膀胱癌变。这些还从未发生在类似病人身上。

医院大外科主任倪江东教授介绍， 手术需克服几大难
关：一是耻骨联合分离距离太大，患者合并有膀胱腺癌和膀
胱粘膜腺癌，无法采用常规方法治疗；二是膀胱切除后，巨大
腹壁的缺损如何修补；三是术后如何预防感染、如何护理及
术后康复等。 为此， 手术前， 该院采用计算机辅助设计
（CAD）技术，对耻骨缺损处进行三维重建，事先定做了一个
与患者骨盆完全吻合的钛网补片。术中，全切膀胱后，用回肠
代替膀胱，并给他装了膀胱造瘘袋，不用尿不湿了。手术共历
时9小时，进展顺利，患者目前已经能够进食半流汁，并下床
活动，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康复治疗将可出院。

倪江东教授介绍， 郭先生术后基本可恢复正常生活。他
提醒市民，加强孕前及孕期检查与保健，有利于降低出生畸
形率。同时，如果小孩出生后，发现有这种畸形，应该尽早到
正规医院就医，避免病情恶化。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3年 5月 12日

第 2013125期 开奖号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656 1000 656000

组选三 0 320 0
组选六 849 160 135840

5 01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3年5月12日 第2013054期 开奖号码
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101137064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4
二等奖 202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5000000
6 172767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400
65720

1291880
6667892

31
2343
44496
239249

3000
200
10
5

1408 14 21 2804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