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践行核心价值观 传递社会正能量
身边的感动———

爱心无限 责任伟大 携手共圆中国梦

本报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姚家琦

6月25日上午， 长沙小伙邓义
源开车载着朋友从衡阳回长沙。刚
经过大浦镇收费站，驶上京珠高速
2公里左右， 他突然发现路边停着
一辆120救护车，旁边还有两个人
在招手。一见似乎需要帮助，邓义
源不假思索地将车停在了路边。

“救护车坏了，孩子病得厉害，
要马上送到长沙的医院。”孩子的父
亲心急如焚，向邓义源发出求救。

孩子父亲话音刚落，邓义源二
话不说马上打开了车后门：“我也
是去长沙的，赶紧上车吧。”

上车才知道，患病的孩子叫豆
豆，9个月大。 豆豆身体一直很健
康，可6月19日突然发起了低烧，到
了20日中午吃稀饭后， 突然晕倒
在地。父母赶忙将孩子送到当地医
院。21日， 豆豆转到了南华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 经过腰椎穿刺检查，
豆豆被确诊为病毒性脑膜炎。6月
25日上午，忧心忡忡的家长申请将
豆豆转到省儿童医院治疗。

9时40分， 救护车从衡阳市急
速驶向长沙。然而，仅在出发半个小
时后，意外发生了。救护车在京珠高
速上因意外熄火而抛锚了。 随行的
陈医生焦虑万分， 豆豆爸爸更是不
顾自身安全，跑到车道上拦车。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豆豆的妈
妈邓女士几近奔溃，着急得哭起来
了。就在这时，一辆本田小轿车停
在了路旁。

载上豆豆、 豆豆妈妈及陈医
生， 邓义源加快了速度驶向长沙。
由于私家车上无法携带抢救设备，
豆豆仅带了一个氧气罐，病情随时

可能恶化。陈医生马上向省儿童医
院求救。医院立即调派专业救护车
和医护人员前往迎接。

可刚过湘潭没多久，车速渐渐
慢下来了。原来是道路维修，高速
公路堵车了。如果时间拖延，豆豆
的情况可能恶化。就在这时，邓义
源当机立断， 冒着扣分的危险，打
开汽车双闪灯，从应急车道向长沙
快速驶去。

11时35分，邓义源的小轿车刚
驶出长沙雨花收费站，一旁等候的
120救护车迎了上去。豆豆被成功
转接到省儿童医院救护车上。看到
孩子一切平安，邓义源分文未收悄
然离去。

11时50分， 豆豆被安全送到
医院重症监护室。省儿童医院主治
医生范江花介绍，豆豆目前处于昏
迷状态，病情十分危重，随时会有
生命危险，还好在路上没有耽误时
间，病情没有恶化。结合孩子的发
病和治疗史， 考虑为颅内感染、颅
内高压，需要尽快做检查，明确感
染的性质，辅助下一步治疗。

“当时着急都快要疯了，幸好
遇上了好心人。”25日下午，邓女士
拨通了邓义源的电话表示要感谢
他，被邓义源婉拒了。

其实，这已不是邓义源第一次
爱心之举了。3年前的一个秋天，他
开车路过衡东县白果镇附近的国
道上，同样也遇到了一个送孩子就
医的面包车在途中抛锚，当时他径
直把孩子送到了省儿童医院。

“刚好顺路，我就带上了，举手
之劳而已。”说起这一切，邓义源连
说“没什么”。他告诉记者，自己是
一位“80后”父亲，也有孩子，能体
会当时患儿父母焦急的心情。

。"#$!。"%&'()*+, -./(!-.%012 !"# 3
45!$%&!%' 45!()%&&%
67!&*+%,##('#### 67!&*-(,##&&*&.
89!&*-%,##(''''' 89!&*-(,##&%%''
:;!///012345674518 9 ///5##$'####51:3

!"#$%&'()*+ ,-./01234 !" 56789:;
<=5>?5@ABCDEF8,-G89BHIJK,-L9MNOB
NOPQ "#$%R&&'(&&&&S

<=>?@ABCDEFGH#IJ/
KLMN!(-.&

)&%( OPQRISTUVW KLMN!(-.&
XYZ[ \3 ST]^ I_ `F ab`c Qdef

!
"
#
$

! %&'( )* +,

'(
(-(. /

0
1
2
3
4
5
6
7
1
0
8
(
4

" 9'( )* +,
# :;'( *< +,
$ =>'( )* +,
% ?@AB( )* +,
& C( )* D,

*(
(-(.

' CEFG )* D,
( '(HIJK )* D,
) '(LMJK )* D,
!* N*( )* D,
!! 4EJK )* D,
!" O4HIPHQ )* D,
!# RST<(PJK )* D,
!$ UV )* D, )(

(-(.!% WVX)( )* D,
!& YZ[* )* D, [*(

(-(.!' \]^_ )* D,

)&%( OPQSISTUVW KLMN!(-.&
XYZ[ \3 ST]^ I_ `F Qdef

!
"
`
<

! :a'( )* b,
c
d
e
3
4

" '(HIJK )* b,
# C( )* b,
$ 9'( )* b,
% '(LMJK )* b,
& N* )* b,
' ?@AB )* b,

gh!!!"#$%&'!()*+,-./0!12345"6!7489":
;<=>?@A#

"BCD#$EFG1#
#HIJK74LMNO0P942QRNOSTUVWXY7LM#
$?Z[\]^_$QY7LMWX`ab3LM12cdefg#

;<=>?@<= ABCD;=E F>DGBH@DIJ

。"i`Jjk:。"i`Jlmno3

hCiD

jklm

nop

!"#$!%&'()*+,-
./!0-12"!"#"
$ 3456789:;<=>0-
$ ?@3456A8=BCDEFGHI
$ ?J'@KAL>8BCMNHI
$ @O-OPQRS0-
$ ./!TUV8WXYZ
$ ?/3456>8[\]^_`YZ
!"!#$"#%"&'())"'&%"*
%&#+++,-./01/,234,2.
'&# ./>8[\abcdefghijklh

m 55 2

!"#$%&'()*+,

! " # $ %
!"#$%&'()*! +,-.#/0!1

234!"#$ !" %56/0789:;<=;
>?" @ABC/12D/0!EFGH12I0
JK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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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234*
5! +6"789:3%*5" )*;#$<=&>?
@!AB !" C=&!DEF&GH&IJK #$%;L"

!"!MNOPQRSTUV &'# W
#$!()$)')
%&'(!$*&)+"($##$$$#XYZ$ "($##$)"
)*+"!,--./001112,34567238-
,-./ !!!*&9('$(() **#*('*'$

!"#$%&'()*
,-01!(&&'!(&##"!"#$# 2304!)&$&&

!"#$%&'()*&+,-.! /0123
4!56789:!;<=>?@AB&CDEFGH
%&"'I5JKLB&MNOPQR?ST;!UV
WXYZX[E\]T;! ^_`"a%&YZXb
Xcd;!B5efgMh/ijklT;!mnop
qVr&Y0sT;"'`"a&Ltuvw#xXy
z{v|$ }V~A\������`"A�X��
��v��AT;%

!"#$!!"#$%&'(")'*+ &'(")'*&

! " # $ % &
!"%&!+)*,

!"#$%&'()*+,-.! /012345678
9":;<=>?@ABCDEAFGHIJKL"M#

!"#$ NOPQRS$TUVW8%PSTXY&Z[H\]
^$_`abcdefg%"hijkcdl]^$mniofg%

!%&$ NpP$TU8%PSTXY&qr]^"stuv]
^"wxyzcH\"{|B}~]^"z�{��]^"z�{
��}]^"|���"����c��"Z[H\]^"�uu
�]^"�b|�]^"|���~]^"qry?�bcde"
hijkcdl]^"hi]^��c��"hiH\cm�]
^' �����S���"(

!"#$%&!%'(#)*+(%%%(, *+(%%-,-
'()*!123�'����!"  # ¡
'(+*!.//01234445.6789:5;<=3

!"#$%&'&$()*
!"#$!$'(,

２０14年6月26日 星期四 特别关注·综合 5

◎责任编辑 李茁 版式编辑 周双◎

本报记者 曹娴

南海诸岛与中国大陆
同比例尺表示，疆域版图全
貌更完整直观

热爱地理的长沙市民小张，最近
将挂在书房墙上的“横版中国地图”
换成了“竖版中国地图”。每当闲暇时
间， 小张就会站在这张新地图前，把
地图上标示出的南海区域的岛礁，一
一在心里过一遍。

在小张看来，传统的横向中国地
图上，海南岛的南端快顶着地图图框
边了， 南海诸岛要到地图右下角的

“小框”里去找，而且比例尺更小，往
往只标示了几个主要岛礁。

而在这张全新的竖版中国地图
上，南海诸岛与中国大陆同比例尺表
示，南海诸岛之岛屿、礁盘等地理信
息有了详细标示。

其实，海南是我国管辖海域面积
最大的省份，南中国海九段线内属于
中国的海洋面积达200多万平方公
里。在竖版中国地图上，海南省、海南
岛以及南海诸岛的地理关系及行政
区划变得清晰、科学、直观、明确，南
海再也不会被“小看”。

记者了解到，竖版中国地图是由
湖南地图出版社编制， 于2013年3月
首次印刷出版。

“你觉得中国是东西宽还是南北
长？”6月25日， 湖南地图出版社编辑
室主任、高级工程师佘世建，也是竖
版中国地图的策划、审校之一，一见
记者就抛出了这个问题。

佘世建说，横向的中国地图已经
沿用若干年， 这给人们造成一种错
觉： 以为中国疆域版图形象是东西
长，南北短。其实正相反，中国疆域的
南北距离为5500多公里，东西距离为
5200多公里， 南北向长于东西向，一
幅中国全图应该是采用竖版图才能
完整、直观地表达中国陆地、海洋疆
域版图全貌。

湖南地图出版社出版的竖版中
国地图，正是国内公开发行的首张大
幅面全开竖版中国地图。该地图比例
1：6700000，宽0.86米，长1.16米。4次
折叠后为A4纸大小。

竖版中国地图表示了5°N（北
纬5度）～60°N（北纬60度）之间的
地理区域， 内容包括中国行政区划、
主要道路交通网、 主要山脉及山峰、
主要沙漠及江、河、湖水系、主要海

岛、礁、滩等，特别是将近年来与日本
争议激烈的东海钓鱼岛、菲律宾企图
赖占的仁爱礁、越菲勾结上演“两军
体育比赛”闹剧的南子岛、越南无理
纠缠骚扰我981钻井平台所在的我国
南海中建岛，以及我国贯彻联合国决
议保障南海航行安全而建设的永署
礁（海洋水文气象观测站）等岛礁的
地理信息详细、清晰地标示，使广大
人民可以更准确地了解我国南海之
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
沙群岛等，并珍视、爱护、保卫这大片
海洋国土。

同时，该地图自北向南，把海洋
邻国俄罗斯、朝鲜、韩国、日本、菲律
宾、越南、柬埔寨、泰国、文莱、新加
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相关海域

和通向太平洋、印度洋的各个海峡等
地理关系，表现得更加直观、明确。

海洋问题日渐突出，必须
宣传海洋、重视海洋

“近、现代以来，中国地图一直采
用横版，南海诸岛以插图的形式来表
现中国的版图。”佘世建介绍，南海问
题日渐突出，是该社推出竖版中国地
图的主要推力。

2007年， 受南海形势所触动，湖
南地图出版社有意编写《中国海洋国
土知识地图集》一书，提高民众的海
洋意识，当中就首次以竖版形式展示
中国疆域全貌。 该书2008年成稿，于
2010年正式出版。

其后，我国南海问题愈
加凸显。2012年， 三沙市正
式设立。至此，不少民间人
士高声呼吁，“中国地图要
改版了”。

三亚南中国海开发创意
研究会秘书长傅中星认为，
横版中国地图采用“分割”
法， 将中国版图人为地分割
成“陆地局部（鸡形）”和“南
海诸岛（小方块）”两个局部
是错误的， 误导国家领土有

“主次”之分。“一代代中国人
总是误认为中国就是一只

‘鸡’！ 其实中国应该是‘火
炬’：领陆像‘火焰’，领海像

‘火把’。”
《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

执行总编单之蔷认为， 横版
的中国地图将260多万平方
公里、 相当于中国大陆面积
1/4的南海及南海中的西沙、
中沙、南沙群岛切割下来，再
以比全图地图小两倍的比例
尺，将其绘成另一个小方块，
放在同一张图的右下角。如
此， 一个完整的中国就变成
了两个部分的拼接。 这的确
不是一张中国全图。

于是，2012年底， 早有
此意的湖南地图出版社正式
开始编制竖版地图。2013年
3月，第一版印刷出版。

佘世建认为，其实，我们
国家对海洋一直都很重视，
唐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繁
荣， 明朝郑和七下西洋领先
世界航海史。如今，我们的岛
屿被侵占， 海洋资源被邻国

开发，让人痛心！竖版中国地图有利
于国民建立完整的版图疆域意识和
科学的海洋国土意识。

全新视角受欢迎，可学习、
可收藏

“中国第一幅竖版地图，《国家地
理》专门有文章介绍的。难得的精品，强
化国民海洋意识，必须收藏力挺。”淘宝
网上，竖版中国地图收获一片叫好声。

“望着一一标出的南海诸岛，有
‘雄鸡’站起来的感觉。”某文化单位
近日将办公室里的横版中国地图全
部换成了竖版中国地图。

佘世建介绍，竖版中国地图去年
3月出版印刷了2万份， 去年已卖完。
今年上半年再印了1万份。 除了新华
书店等实体书店，消费者还可以通过
湖南地图出版社在淘宝网上开设的
直营店“爱地图-地图在线”购买。

佘世建表示，目前还有很多人对
竖版中国地图不了解，一部分人的地
图观看习惯一时难以改变，但随着宣
传力度的不断加大，销售情况应该会
越来越好。

为了满足更多的消费需求，竖版
中国地图除了普通版本，还有制作精
美、防水防潮的工艺地图，可用于观
赏或馈赠。目前，湖南地图出版社还
将竖版中国地图与竖版的《世界知识
地图》、《世界地势图》、《中国地势图》
成套发行，不仅要将中国“一览无余”，
还要将“世界观”刷新一下。7月份，该
社还将编制竖版中国地图对开版，双
面印刷，一种供学生用，一面地图，一
面地理知识；一种是专门的海洋版，一
面地图，一面介绍岛礁情况。

围绕岛礁和资源开采等问题，
南海局势持续升温。 可对于很多想
了解那些岛屿位置的人们来说，一
张传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似乎
难以让他们看得很“真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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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男婴病重需转院， 护送患儿的120救护车
在高速路上抛锚，就在医生和家长心急如焚之时，
开车路过的“80后”车主邓义源伸出援手———

“赶紧上车吧”

本报6月25日讯（记者 易禹琳）
放暑假了，去哪玩？记者今日获悉，
常德市旅游局向省内22所高校派
发免费3万张景区门票， 邀请大学
生们暑假游常德，活动从即日起持
续至12月31日。

据悉， 此次免费派发的景区门
票面向中南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
范大学、湖南农业大学、中南林业科
技大学、长沙理工大学等22所高校。
主要包括夹山景区（全票票价35元/
人）、花岩溪国家森林公园（全票票

价20元/人）等景区，学子们可通过
大学学生会及学社联领取免费门
票。此外，学生持学生证还可享受桃
花源（全票75元/人，学生35元/人，学
生团体30元/人）等景区门票折扣。

常德市旅游局副局长施才明
还透露，在活动期间，常德市将对
大型学生游团队组织者实行现金
奖励。 组织300人以上的学生团
队，可获补贴15000元；组织30台
车、100人以上的学生游团队，可
获补贴10000元。

常德派发3万张门票
邀大学生暑期游

湖南地图出版社印制的竖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
本报记者 唐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