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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

海龟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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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29只被解救的海龟即将回到大海

海龟回归记：
飞向大海的方向

在周艺文画作中寻
“诗与远方”

29只珍贵、
濒危海龟从长沙被送往海南，
目前正在进行回归大海前的训练
本报记者周凌如
通讯员王俐 任为 李莉 长沙报道

搭上飞机奔向大海的方向。
数月前，
长沙检察机关通过一条线索，
查获了29只被非法售卖的
珍贵、
濒危海龟。如何帮助这些海龟回归大海？
29只海龟（活体26只）搭上飞机，
到达了海南三亚。目前，
它们
正在进行回归大海的训练。

“听说游得挺好的，希望它们能很快融入
大海生活！”10 月 18 日，记者从长沙市岳麓区
检察院获悉，通过该院和相关部门的努力，经

过救治康复从长沙坐飞机到达海南的海龟们，
正在海南进行放归前的野化训练。自己挂念
的海龟终于得到妥善安置，主办检察官许惠脸
上露出了笑容。
而这，要从一起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
贵、濒危野生动物案说起。

29只珍贵、
濒危海龟被卖到长沙
今年 8 月下旬，岳麓区检察院收到长沙市
检察院的案件交办通知，要求该院做好高检院
督办的涉公益诉讼案海龟放生和处置行政执
法监督工作。
收到案件线索后，该院高度重视，立即启
动了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资源保护行政公益
诉讼立案调查，由主管副检察长吴冠勋协调
指挥，成立办案组，深入调查了解相关情况，
迅速有序开展海龟放生和处置行政执法监督
工作。
办案组在调查中得知，江苏省徐州市铁路

运输检察院在办理公安部挂牌督办的一起非
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海龟系
列案中，有部分海龟被出售到了湖南，其中出
售到岳麓区的有 29 只。
该院通过联合行政机关、救助单位调取
寄养场所关于海龟寄养情况的相关资料、现
场实地查看探访，发现涉案的 29 只海龟分别
寄养在长沙的海底世界、海立方游城以及娄
底，其中 8 只海龟生存状态良好，18 只海龟虽
然健康存活，但生活空间相对狭窄，有 3 只海
龟已经死亡。

本报长沙讯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委
网 信 办 主 任 周 湘 ，湖 南 省 美 术 家 协 会 主 席
朱训德，湖南美术馆馆长魏怀亮，著名画家
石君，还有众多美术爱好者，18 日下午在省
画院美术馆观看“诗与远方”周艺文美术作
品展。
本次美术作品展由湖南省美术家协会
与湖南省画院主办。周艺文从小习画写诗，
是国内著名的童话作家、画家、诗人。此次
展出的作品是他近年创作的新作，既有向传
统经典致敬之作，又有来自生活、贴近人心
的温暖之作，从传统经典到当代生活，周艺
文向时代敞开了他宽广、深邃、本真的湖湘
艺术怀抱。
朱训德表示，艺术是向着未来的，是创新
的，周艺文的作品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从中可
以看到他对世界的探索、在艺术上所做的努力
与创新，期待他取得更好的成绩。此次总策展
人文竹认为，周艺文在艺术上有自己独到的美
学追求，他对色彩有大胆的处理，对生活有细
腻的体验，他有一颗渴求美的赤子之心，这次
展出的只是他作品中很少的一部分，具有特别
温暖的治愈效果与收藏价值。
在开幕式之后，还举办了“周艺文美术
创作学术对话会”。诗人、艺术评论家周瑟
瑟主持了学术对话会。画家石君、艺术批评
家黄明祥、评论家路云等与会嘉宾就周艺文
的美术创作展开讨论。此次展览将展出至
10 月 25 日，免费向公众开放，感兴趣的市民可
前往省画院美术馆观赏。
记者徐海瑞

检察官护航海龟顺利
“回家”

长沙一名检察官在查看海龟的状况。图/受访者供图

由于海龟对饮食、水温、咸度等要求非常
挑剔，饲养不当很容易导致生病甚至死亡。该
院与长沙市农业农村局、海龟寄养海洋馆等相
关单位负责人、工作人员和野生动物保护专家
研究评估，涉案海龟具备放生可能，但需要进
行救助和一定程度野化训练，以保证海龟放归
后能够自然生存。最终，根据农业农村部、最
高检第八检察厅的要求，由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对涉案海龟进行先行救助和野化训练。
为确保海龟移交、运输等工作依法、有序、
高效进行，检察机关通过磋商协调，督促长沙
市农业农村局等相关部门开展了运输证明的
办理、装运工具的定制、海龟运输前的禁食准
备、海龟装运的技术指导、机场和航空公司承
运运输等一系列工作。

9 月 30 日，载着海龟的三趟航班分别起飞
前往三亚，起飞前第五检察部的干警们在机场
对海龟的交接、装箱等工作进行了现场监督。
10 月 1 日凌晨，在海南三亚凤凰机场，29 只海
龟（其中活体 26 只）被顺利移交给海南热带海
洋学院。至此，这场由长沙市农业农村局牵
头，岳麓区检察院、高新区社会事业局、长沙市
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局、长沙市动植物疫病预防
控制中心等单位全程参与、协同配合的海龟生
命大营救画下了圆满的句号。
根据岳麓区检察院的检察建议，长沙市农
业农村局于 10 月 12 日在长沙市部署开展了涉
水生动物经营场所清查整顿专项行动，进一步
加强和推进全市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和监督管
理工作。

江河卫士

捡拾垃圾如同收集宝藏

看看谁的机器人更拉风

志愿者前往郴州飞天山进行净山行动

本报记者易思含 长沙报道
潇湘晨报携手阿里巴巴天天正
能量，发动湖南省公益组织与各界
人士共同参与，呼吁大家保护山水
之美。
日前，郴州福城志愿者协会前
往飞天山进行净山行动。志愿者陈
锦秀感受到，保护环境，得从增强当
地居民的环保理念入手，让每个人
都参与进来，增强家乡认同感和环
境保护责任感。

带动家人保护环境
为了守护家乡景色，一场人力
保护自然的故事在 10 月 2 日上午，
在飞天山开启。
福城志愿者协会志愿者陈锦秀
介绍，原本计划去高椅岭净山，由于
在国庆期间，出于安全考虑，政府对
高椅岭那里进行了交通管制，于是

决定改去飞天山净山。
对于陈文君和家人来说，
这是他
们第一次参加环保活动，
也是他们第
一次用这样的方式度过国庆假期。
陈文君是在校大学生。她说，
从大学生的角度来看，这是在用人
情味的方式保护家乡环境，一群富
有活力的年轻人，团结在一起，用属
于自己的方式、正确的生活态度带
动当地人保护环境。
陈文君通过亲身参与净山行动
感受到，保护环境需要每个人共同
努力，清理垃圾很辛苦，尤其是在山
上的复杂地势环境中，垃圾清理难
度更大，由此来说，需要呼吁并切身
做到保护环境，不做“地面垃圾”的
制造者。
“ 乐山乐水，我们用行动致
敬家乡的美丽山水。
”

郴州飞天山，
参与净山行动的孩子。图/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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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长沙讯 美丽的白雪公主，忠诚善良
的渔夫；狡猾的大灰狼，恶毒的巫婆……10 月
18 日，在“我听·我读：听见童话之声——2020
年第四届全国少儿读者朗诵大赛”湖南赛区总
决赛的现场，来自全省各地的小选手们精彩亮
相，用自己的语言为大家呈现了一个个精彩的
童话故事。
本次大赛由中国图书馆学会、湖南省演讲
与口才学会指导，湖南图书馆和湖南省图书馆
学会具体承办。
在总决赛现场，经前序阶段比赛脱颖而
出的小选手们准备充分。他们的朗诵声情
并茂，将一个个经典童话，用自己独特的方
式，讲述给现场的评委和观众。最终，经过
激烈角逐，学前组冠亚季军分别由沈骏言、
颜子乔、李筱莜获得；小低组冠亚季军分别
由李欣然、李嘉琪、袁梓涵获得；小高组冠亚
季军分别由刘轩酉、过陈晨、江莹莹获得；孙
依然、贺孝贤、易楷然则分别获得中学组冠
亚季军。
此次大赛还得到湖南省各级各类图书馆、
学校、阅读推广机构等单位的大力支持，湖南
赛区选拔赛从今年 6 月正式启动，历时 4 个月，
共有来自全省 10 余个地区 1200 余名选手参
赛，其中选手最小年龄 4 岁，最大年龄 15 岁，最
后共有 23 位选手成功晋级全省总决赛的舞
台。长沙市图书馆、株洲市图书馆、湘潭市图
书馆等 10 家单位荣获“星级组织单位”。彭心
如、蒋一冉等 10 位选手荣获“小小人气朗诵
者”荣誉。
记者徐海瑞 通讯员陈昊 张四连

禁毒与安全意识从娃娃抓起

孩子收集到来自内心的自豪
这次活动中，有以往的老面孔，
其中包括两位小朋友。
家人介绍，
让孩子有这个意识，
主
动去关心自然是参加环保行动的初衷。
一位低年级的孩子和家长说，
这就和收集宝藏一样，铲除了每个
环节的障碍，走到最后，就可以收集
到闪闪发光的宝藏。
陈锦秀说，希望从孩子到大人，
再到整个社会，大家能不断传递环
境保护的价值。

听童言童语述说童话世界

17 日，在湖南省大学生计算机程序设计竞赛上，一名参赛者展示机器人。图/受访者供图
本报长沙讯 10 月 17 日至 18 日，2020 年
第十六届“强智杯”湖南省大学生计算机程序
设计竞赛在长沙理工大学云塘校区举行。17
日下午，
“应用开发类”及“机器人高尔夫”比赛
正式开始。18 日上午，
“ACM 程序设计竞赛”
正式开始。本次比赛吸引了全省各地 41 所高
校 2 所中学 240 支代表队参赛，专家评委依据
各队伍的表现进行提问、点评、评分。
ACM 程序设计竞赛的流程中最有趣的
一个环节就是送气球环节。11 道比赛题目，
对应着 11 种不同颜色的气球。只要有一支参
赛队正确提交了一道题目，代表这道题目的
某种颜色的气球就会由志愿者送到这支队伍
面前。
机器人竞赛吸引了全省各代表队参加，比
赛分为机器人高尔夫和机器人接力赛两项。
这也是湖南省第五届机器人竞赛。参赛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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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机器人下达指令后，机器人必须自主将高尔
夫球打进洞，其间不允许参赛选手对机器人进
行任何控制。
据了解，湖南大学生计算机程序设计竞
赛是面向大学生的科技创新活动，旨在激发
大学生的计算机程序设计兴趣，提高学生综
合运用基础知识进行算法设计、分析和编程
实现的能力，提高大学生计算机系统的开发
水平，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团队合作精
神，推动大学生计算机基础和专业课程的教
学改革，加强高校大学生的相互交流和学习，
提高专业建设水平。
长沙理工大学多年来始终重视学生程序
设计能力的培养，将竞赛机制融入程序设计类
课程教学实践环节，强化了学生的数理基础、
编程能力、创新意识和团队协作精神。
通讯员喻玲 记者李柯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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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长沙讯 安全重于泰山，校园安全
则 是 重 中 之 重 。 近 日 ，长 沙 市 开 福 区 伍 家
岭 街 道 陡 岭 社 区 邀 请 派 出 所 警 官 ，组 织 辖
区内的 80 余名中小学生在社区青少年活动
室开展了一期安全与禁毒教育主题社会实
践活动。
警官带领大家观看安全、应急救护、禁毒
教育 PPT 等，让孩子们了解校园活动安全、行
车安全、食品安全相关知识，了解毒品的种类
和危害，并学习了安全事故应急救护处理办法
等。此次活动寓教于乐，潜移默化中增强了孩
子们的安全防范和自我保护意识，让孩子们掌
握了基本的安全知识、毒品知识、应急救护、逃
生技巧和安全防护知识。
通讯员胡凯 记者王欢

社区开展施工安全演练
本报长沙讯 近日，长沙市开福区伍家岭
街道陡岭社区开展了一场以“弘扬生命至上，
严守安全红线”为主题的百日安全生产应急救
援演练活动。希望通过这次演练，使员工增强
安全防范意识，熟练掌握安全应急基本常识，
提升突发事件的应急能力。
此次救援演练活动模拟起重伤害、高空坠
落、触电及火灾等建筑行业最常见的安全生产
事故，针对性地展开应急救援安全演练。整个
演练过程人员到位快速、安排有序，操作程序
得当。救援活动结束后着重分析事故产生的
原因，
并提出注意事项。
通讯员朱喜琼 记者王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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