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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两名志愿者讲述守护绿水青山的故事

视频大V带动粉丝成环保志愿者
2020江河卫士
“乐山乐水”
主题公益活动报名持续；
两名志愿者讲述他们的故事
本报记者易思含 长沙报道
专职环保志愿者，
多年来坚守初心；
户外爱
好者，
在领略自然美景之余，
注重环保责任……
近日，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携手潇湘晨

报在内的全国近 20 家主流媒体，启动 2020 江
河卫士——
“乐山乐水”主题公益活动，活动
中表现突出的团体，将被推荐参与“全国环保
卫士”评选。活动启动后，广大志愿者报名参
与其中，讲述他们守护青山绿水背后的故事。

章志标 每天晚饭后坚持巡河
被誉为“环保卫士”的长沙县黄兴镇村民
章志标，从 2014 年起成为一名专职环保志愿
者，白天走访调查百姓举报的环境问题，晚上
巡护监督非法电鱼现象，
“ 全年无休，晚上加
班到半夜是常态”
。
河流污染是居民向章志标举报最多的环
境问题。为了得到最科学、最全面的调查结
果，58 岁的章志标坚持去到每一个现场，用照
片和视频的方式记录，通过和河流零距离接
触的方式来开展环保调查工作。章志标说，
2014 年，他接到百姓对一家养猪场的投诉，当
地多个乡镇将猪粪直接排放进浏阳河。
“我去
到现场后看到，现场的画面触目惊心，立马联
系相关的乡镇和环保局，环保局及时走访调
查，最后浏阳市委市政府规定，浏阳河附近
500 米内禁止养猪。”章志标说，半年后环境变

好了很多，河水的清晰度肉眼可见。
出门后一边徒步，一边沿路捡垃圾，是章
志标多年来的习惯。每天晚饭后，章志标都
会去巡护附近河流，盯着河边电打鱼等破坏
河流生态系统的行为。
“大部分人都能被制止
下来，还有很多人成了志愿者。”他回忆，2017
年，有一天下午，他在圭塘河边巡河，看到两
个人结伴非法电鱼，他立马下河制止。
“ 那两
个人年纪也不大，当时他们态度很好，立马放
下工具，说他们愿意将功补过，将河里的垃圾
捡起。当晚，他们就退还了电鱼工具，之后成
为了河流守望者。
”
章志标将发现的环境问题，通过微信、微
博、抖音等平台传递给大众。
“ 我的抖音粉丝
还算比较多的，一万七千人里面，很多人都通
过视频成为了我们的志愿者。”

林继伟 让户外成为
“无痕山林”
林继伟是一名外资企业经理人，同时也
因为喜欢户外活动成为一名环保志愿者。他
说：河有河长，我们为什么不成为长沙市岳麓
区的尖山
“山长”呢？
林继伟和同伴喜欢前往未曾开发的野山，
改善野山的环境是他的目标。作为户外爱好
者，
林继伟在户外活动时，
一直和同伴践行
“无痕
山林”
“
。捡垃圾，
沿着路途，
看到垃圾就捡起来。
在户外，
最好的垃圾处理方式就是带下山。
”
他
说，
登山、
徒步时经常发现山路两旁聚集着大量
垃圾，
在一些热门的露营基地，
污染现象更是严

重。
“人来人往，
难免存在破坏环境的现象”
，
在户
外运动时把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小，
是他作为
环保志愿者一直在坚持的目标。
“为了让大家在野山养成环保的习惯，我
们制作了几块牌子，提示大家不要乱扔等。”
“因为之前在山顶捡拾时，发现山头的草丛里
有很多垃圾。这对我们来说很难清理，一方
面，捡拾过程中要防止跌落，另一方面，还要
防止手被刺扎，因为灌木丛中很多植物带着
锐刺，比如蔷薇、金樱子（长沙喊做糖罐子），
有些刺扎进肉里，挑出来也非易事。”

鼓励新人邀请亲友见证领证
两部门发文：
颁证员作为证婚人领读誓词
本报长沙讯 婚姻不仅是维系每个家庭
的纽带，更是关乎人们生活幸福和社会稳定的
大事。为进一步维护婚姻家庭和谐稳定，近
日，民政部、全国妇联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新
时代婚姻家庭辅导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
（以
下简称《意见》）。意见提出，要在婚前开展教
育辅导，帮助当事人进入婚姻状态。同时，鼓
励新人邀请亲朋好友共同见证颁证过程。
《意
见》一出，立即引发网友热议。
以前，新人在结婚登记时，往往只需要填
表、盖章，结婚证便可快速到手。整个过程过
于程式化和机械化，难以让新婚夫妇体会到新

美股大跌，
A股破位
本报长沙讯
在经历过周一
大跌后，周二市
场情况原本已
有 明 显 好 转 ，K
线 形 态 受 到 60
日均线支撑，盘
中 超 过 10% 涨
幅的个股接近
百家，同时还有
北向资金净流
入 超 60 亿 的 加
持。调整似乎
已经接近尾声，
但周二晚间，美
股再度出现大
方正证券鼎航投顾团队高
跌，其中道指跌
级投资顾问雷鹏程
幅 2.25% ，纳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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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 4.11% ，标 普
跌 2.78%。
以往外围大跌时 A 股都会探底回升，而且基
本上开盘就是全天最低点，但周三并没有如此表
现。首先从技术上说，早上开盘就下破 60 日均
线，导致部分机构启动量化交易策略，因此即使
有回升也难改大局。但应注意的是，这并非 A 股
本身基本面出现问题，因此，在此点位不要盲目
杀跌。还有一个原因是，周三有三家涨幅最大的
“妖股”停牌：天山生物、豫金刚石和长方集团，这
也是管理层给出的明确信号，同时也强调了不要
炒小炒差。
因此周三跌幅榜上超过 10%跌幅的几乎全
部来自创业板。
更糟糕的是，除了创业板的低价股跌幅较大
外，很多高价股也仍在下跌。这也就给市场带来
一定的恐慌情绪，使得股指回升失败。
当然，美股的下跌
是新高之后带来的，近
些年来 A 股与美股关
系已然不那么紧密。
但若美股出现持续大
幅回调，A 股还是要承
受较大压力，因此美股
的涨幅是投资者近期
方正证券服务
要密切关注的重点。
二 维 码 ：长 按 识 别
美股如能短期内企
开户，专享 21 天 6%
稳，则 A 股会很快走出
理财、Level-2 十档
收复失地行情，反之投
行 情 、小 方 决 策 等
资者在操作上应进入谨
多项服务。
慎期。
记者陈海钧

以高股息策略把握长期投资价值

婚的浪漫与担当。
为增强群众婚姻幸福感，建立和维护平
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同时也为了传
承中华优秀婚姻家庭文化，
《意见》指出，需开
展婚前辅导，提升结婚颁证服务水平，建立地
方领导、社会名人颁证制度等措施。值得注意
的是，
《意见》还鼓励当事人邀请亲朋好友共同
见证颁证过程。
婚前辅导具体来说，就是在婚姻大厅通过
宣传栏、视频等方式，帮助当事人做好进入婚
姻状态的准备，从源头上减少婚姻家庭纠纷的
产生。据悉，早在多年前，上海、山东、湖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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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民政部门婚姻登记机关就已开始推行免费
结婚登记颁证仪式，在过程中，颁证员作为证
婚人，领读结婚誓词，并请新人跟读。新人也
可以邀请父母与亲友到场参加仪式，为仪式增
添了不少隆重感。
《意见》强调，相关部门应探索将颁证仪式
引入结婚登记流程并实现颁证常态化。提升
结婚颁证服务水平，让当事人在庄重神圣的仪
式中宣告婚姻缔结，让其感悟铭记婚姻家庭蕴
含的责任担当。在这方面，
《意见》要求县级以
上的婚姻登记机关至少要设计一个独立的颁
证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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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还强调，要深化婚姻家庭关系调适
和离婚辅导，推广体现优秀中华文化的传统婚
礼，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在家庭落地生根。在此方面，
《意见》
提出探索离婚冷静期内对当事人开展婚姻社
会工作服务，面向社区积极开展亲子教育、防
家暴教育、生活减压和社会支持等预防性专业
服务。
此外，
《意见》还要求构建社会多方协同推
进的工作机制，广泛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推
进新时代婚姻家庭辅导教育工作。
记者张沁 实习生粟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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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长沙讯 近期 A 股震荡加剧，建信基金
权益投资部执行总经理陶灿指出，
“ 投资者若看
好长期行情，又担心 A 股波动较大，不妨关注投
资确定性相对较高的高股息资产，把握 A 股优质
资产的长期投资价值。”
陶灿认为，市场已进入到从“流动性驱动”向
“盈利驱动”的转换阶段，高股息策略是当前市场
的有效配置方案之一。通过高股息策略选择出
来的标的具备现金流健康、财报真实、持续性强
和未来 ROE 确定性较高 4 大特征。长期来看，高
股息策略在 A 股市场也具有较强的有效性。
记者陈海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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