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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 春 秀
（上圖左）與
柳霞（下圖）
視頻通話。
網上圖片

世界盃期間，一位俄羅斯老奶奶
尋找中國筆友的消息（見本報7月
11日「神州大地」版報道），得到
廣泛傳播。兩位上世紀六十年代的
筆友，在7月21日以視頻形式「見
面」了。視頻結束後，中國老人段
春秀變得更開朗，她的家人也因她
們的純潔友誼為之動容。段春秀的
大兒子王劍表示，他會通過自身努
力，將這份情誼延續下去。
「謝謝你還記得我，我很想念你。」

71歲的湘潭老人段春秀對着手機屏幕
說。在屏幕那一頭，是此前尋找中國
筆友的俄羅斯老奶奶柳德米拉．米特
里切娃·伊萬娜夫娜（簡稱「柳
霞」）。56年前成為筆友的段春秀與
柳霞，終於以視頻形式「見面」了，
這也是段春秀撥打的第一個視頻電話。
首次「見面」，兩位筆友難掩欣喜

之情。「你好，柳霞！」段春秀用中
文說。柳霞揮手回應，用中文說出
「段春秀，您好。」隨後摘掉眼鏡，

擦拭眼淚，並回以笑容。
在這通跨國視頻電話之前，段春秀

已有七八年沒有下樓了，與外界幾乎斷
聯的她平日少言寡語。「多年沒下樓
了，思想有些封閉，視頻後我母親有了
截然不同的變化，慢慢走出了這種封閉
的情況。」段春秀的大兒子王劍說，
這次「見面」讓母親開朗了許多。王
劍把俄羅斯老人稱為「柳霞媽媽」，
他表示，日後每隔一段時間就會跟柳
霞媽媽聯繫一下，聊聊中國的情況，讓
兩位老人分享各自的生活，把這份情誼
延續下去。他亦表示，日後若有機會希
望能去俄羅斯看望柳霞媽媽。■北青網

李李政沒想到政沒想到，，這種他從未聽說這種他從未聽說，，卻卻
真真實實在洞庭湖生活過數百萬真真實實在洞庭湖生活過數百萬

年的神獸年的神獸，，竟然就是在那一刻循着基竟然就是在那一刻循着基
因的記憶回歸故土因的記憶回歸故土。。他更無法預測他更無法預測，，
這種曾經在我國消失了一百多年的中這種曾經在我國消失了一百多年的中
國特有珍稀動物國特有珍稀動物，，會在洞庭湖等地再會在洞庭湖等地再
次繁衍生息開來次繁衍生息開來。。

流離海外流離海外 瀕臨滅絕瀕臨滅絕
李政所見到的十幾頭麋鹿是從湖北李政所見到的十幾頭麋鹿是從湖北

石首麋鹿國家級自然保護區衝破柵石首麋鹿國家級自然保護區衝破柵
欄欄，，游過水深流急的長江游過水深流急的長江，，逃逸到了逃逸到了
洞庭湖區洞庭湖區。。
麋鹿麋鹿，，角像鹿角像鹿、、臉像馬臉像馬、、蹄像牛蹄像牛、、
尾像驢尾像驢，，所以自古以來被叫做所以自古以來被叫做「「四不四不
像像」，」，是吉祥是吉祥、、皇權皇權、、驅邪的象徵驅邪的象徵。。
隨着人類活動足跡的日益擴大隨着人類活動足跡的日益擴大，，麋鹿麋鹿
種群日漸稀少種群日漸稀少。。據記載據記載，，公元公元1818世紀世紀
初初，，最後一頭野生麋鹿消失在現江蘇最後一頭野生麋鹿消失在現江蘇
省泰州市橋頭鎮省泰州市橋頭鎮。。清末清末，，北京南海子北京南海子
皇家獵苑中人工豢養的麋鹿皇家獵苑中人工豢養的麋鹿，，是中國是中國
最後一群麋鹿最後一群麋鹿。。

19001900年年，，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南海子南海子
麋鹿被列強劫殺麋鹿被列強劫殺，，倖存者被迫流離海倖存者被迫流離海
外外。。西方一些動物商高價拍賣轉運西方一些動物商高價拍賣轉運，，不不
少麋鹿顛沛流離死於非命少麋鹿顛沛流離死於非命，，種群瀕臨滅種群瀕臨滅
絕邊緣絕邊緣。。18951895年到年到19011901年年，，英國十一英國十一
世貝福特公爵重金從英法德等國收購了世貝福特公爵重金從英法德等國收購了
1818頭麋鹿頭麋鹿，，放養在烏邦寺莊園內放養在烏邦寺莊園內。。此此
後後，，其家族世代傳承其家族世代傳承，，致力於恢復麋鹿致力於恢復麋鹿
種群種群，，並把牠們送往世界各地繁衍生並把牠們送往世界各地繁衍生
息息。。經科學家確認經科學家確認，，這這1818頭從東亞流離頭從東亞流離
至大不列顛島的麋鹿至大不列顛島的麋鹿，，正是目前地球上正是目前地球上
所有麋鹿的祖先所有麋鹿的祖先。。
19851985年年，，中國組織中外專家在全國中國組織中外專家在全國
選址選址，，建立麋鹿自然保護區建立麋鹿自然保護區。。

繁衍生息繁衍生息 數量漸增數量漸增
19861986年年，，世界自然基金會從英國倫世界自然基金會從英國倫
敦動物學會挑選了敦動物學會挑選了3939頭麋鹿送給中頭麋鹿送給中
國國。。隨後隨後，，江蘇大豐江蘇大豐、、北京南海子北京南海子、、
湖北石首等多個麋鹿保護地建成並發湖北石首等多個麋鹿保護地建成並發
展起來展起來，，截至目前截至目前，，中國的麋鹿總量中國的麋鹿總量
已增至已增至66,,600600多頭多頭。。
麋鹿自己從湖北石首游到湖南洞庭麋鹿自己從湖北石首游到湖南洞庭

湖是一個天賜的驚喜湖是一個天賜的驚喜。。經過近經過近2020年的年的
繁衍生息繁衍生息，，游到洞庭湖區的十幾頭麋游到洞庭湖區的十幾頭麋
鹿已增至鹿已增至160160餘頭餘頭，，該區麋鹿種群亦被該區麋鹿種群亦被
專家認定為世界最大的麋鹿自然野化專家認定為世界最大的麋鹿自然野化
種群種群。。

今年56歲的劉青軍，是河北石家莊市
藁城區常安鎮人，2016年，他的大兒子
被診斷出胃癌、直腸癌，為了治病，家
裡的積蓄都花完了，還借了親戚朋友十
幾萬元（人民幣，下同）。面對巨額債
務，有人提議，可以向社會募捐，卻被
劉青軍果斷拒絕。他覺得大家都不容
易，兒子治病欠下的錢應該自己還。
劉青軍的大兒子是一名貨車司機，常

在外邊跑大車，人特別壯。但他怎麼也
沒想到，這麼壯的兒子會患上癌症。為
了給兒子看病，劉青軍盡心竭力，前後
花了二十多萬，可兒子還是離開了他。

盼三年還清一切外債
兒子走後，親友並沒有催劉青軍還

錢，但劉青軍心裡卻有一本賬。「大家
都不容易，社會愛心是有限的，不能濫
用。自己能做到的事，不想去麻煩別
人。」他說。劉青軍家裡有30畝果樹，
有蘋果樹也有梨樹。這兩年水果並不是
太景氣，沒掙太多錢，除了留下維持一
家人生活所需的錢之外，所有收入都用
來還債了。
為了給家裡增加些收入，劉青軍今年

又嘗試與人種西瓜。由於是第一年種植
西瓜，在銷售方面經驗不足，西瓜有些
滯銷。再加上最近的陰雨天氣，再不快
點賣出去，西瓜就要爛在地裡了。好在
經過媒體報道，許多愛心人士和瓜商在
得知消息後，聯繫到劉青軍，表示要買
西瓜。80畝的西瓜四五天就都賣完了。
今年1月7日，劉青軍打開QQ空間
時，發現有一條提示：「給三年以後的
自己寫段話」。隨後，他在空間裡發表
了一條這樣的說話：今天是2018年一月
七號，希望三年後的今天，自己的蘋果
和玉露香梨能被更多人認識，也希望三
年以後，能還清一切外債。

■《河北青年報》

麋鹿麋鹿重歸故土重歸故土

20年前長江特大洪水，湖南省岳

陽市東洞庭湖麋鹿保護協會會長李政

在長江大堤查看洪水情況時，發現江

面上有幾個黑點從長江對面游過來，

等近了看，竟然是一種長得像馬，頭

上卻頂着像枝杈般大角的不知名動

物。突然，周圍有個上了年紀的民眾

用 岳 陽 話

喊：「四不

像 ， 四 不

像！」人群

開始喧嘩，

不少老人朝

江 叩 拜 起

來。

■新華網

跨越滅絕邊緣跨越滅絕邊緣

■■一群自然野化的麋鹿在一群自然野化的麋鹿在
湖南東洞庭湖國家級自然湖南東洞庭湖國家級自然
保護區內奔跑保護區內奔跑。。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 兩年前，江蘇大豐麋鹿
國家級保護區引進的麋鹿在
湖南洞庭湖濕地產下了一隻
小麋鹿。 網上圖片

中俄老筆友 56年首「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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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早日還清欠款，劉青軍今年嘗試種植西瓜。
網上圖片

■ 段春秀至今保
存着柳霞當年送
她的紀念章。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