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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时节，我有幸来到河南林州，拜访红旗
渠。抵达林州县已是下午三、四点，我们未作停
顿，直奔红旗渠纪念馆。步入展厅，室内氛围庄
重。大量的历史照片、文献资料以及那一捆捆穿
越岁月的麻绳、开裂变形的钢钎、砸成花卷的铁
锤、扭曲滑溜的铁镐等，再现了一个个生动的场
面，定格了一段段揪心的岁月，把我们的思绪带
回了那个火红的年代。上世纪 60 年代，林县人
民“宁愿苦战，不愿苦熬”，在杨贵、李贵的振臂一
呼和率先垂范下，在巍巍太行的崇山峻岭中，叩
石垦壤，开辟出一条“人工天河”的壮举，给我们
上了震撼的第一课。

第二天现场教学，我们来到太行山脚下，
探访青年洞。抬头可见 298 个台阶的天梯，拾
级而上，靠近干渠时，我们已是汗流浃背、气
喘吁吁。稍作休整，我们继续沿渠曲折前行。
左侧是悬崖峭壁，右侧则是一汪清泓。看着如
腰带般缠着陡壁伸展的红旗渠，脑中生出了一
连串疑问：是什么样的人设计出这样的壮举？用
炸药炸平了山峰，没有大型机械，这现场如何清

理？所需的施工石材、水泥、石灰等怎样运上
来？仅凭人力和炸药，开挖这么多隧道，向前推
进每一米要耗费多少人力、多少工时？民工吃住
在什么地方？安全如何保证？……讲解员的解
说解开了我们心中的疑惑。设计人员是一位名

叫吴祖太的中专生，他带领一班人，翻山越
岭，一个山头一个山头地测量，克服了超乎想
象的困难，献出了年仅27岁的生命；所有的施
工材料，靠人背肩扛运上来；利用自上而下贯
通的方式，增加分段施工的作业面，达到缩减
工时的目的；土法上马，自制炸药、石灰；民
工以干粮、野菜充饥，晚上在山洞、石缝、山
坡或自垒的石庵、搭建的草棚中过夜……凭着

人定胜天的坚定信念和顽强毅力，7万多干部群
众，耗时 10 年，用血肉之躯，一寸寸、一尺尺、一
米米，削平1250座山头，架设150多座渡槽，开凿
200 多个隧洞，打造了全长 1500 多公里（主渠 70
多公里、支渠及斗渠 1420 多公里）的“人工天

河”，把一切的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创造了人类历
史上的奇迹。此时，我的耳中仿佛传来了雄浑高
亢的号子声、斧凿声、打钎声、喘息声……

我们沿渠走了4000多米，观摩了当年铁姑
娘突击队施工场景的还原，一番身临其境，一
腔热血沸腾。感动之余，唯有赞叹。而今，这
条流淌在山水画中的“天河”，沧桑而又焕发着
青春，内敛而又张扬着生命。S形的舞阳河恬静地流淌在古老黔

东大地上，让镇远古镇在崇山峻岭间落
地生根。

清晨醒来，金黄的阳光先是洒在河
两边的屋顶上，然后又轻轻地洒在舞阳
河里，水面波光粼粼，耀眼的光让人觉
得舒畅与温暖。一群野鸭在水中自由
地嬉戏，一排木船静静地停放在河边，
给镇远写下了一行光阴里的唯美情诗，
清美闲静。

走在古老的青石板上，我细细打
量着镇远。街上的店铺陆续开门，店
门前的幌子在微风中招展。古色古香
的民居，青砖黛瓦、飞檐翘角、雕梁
画栋，氤氲着历史的沧桑和民族文化
的魅力。这里的每一块青石板、一砖
一瓦都积淀着历史的沧桑。镇远的古
民居依山就势，逐层递升，错落有
致，富有韵律。它们用青砖垒砌高高
的封火墙，白灰粉边，用彩色或水墨
绘上宽幅的装饰图案。

在这些高墙夹峙中纵横着一条条青
石板铺就的幽深古巷，小巷的出口临河
连接着镇远的古码头，不时提醒你这里

曾经有着繁华昌盛的水运景象。巷道里
的古民居，或山屋、或吊脚楼、或深宅大
院等形式的院落，既有豪门商贾的气派，
也有小家碧玉的雅致，无论是大院还是
小宅，均是精雕细作的建筑精品。买菜
的老人们回到院子，开始了一天的劳作；
小女孩正拿着一只皮球逗弄着小猫；一
位大爷坐在院门前的躺椅上，喝着茶，看
着书……行走在巷子里的人们也不禁慢
下脚步，感受时光静静流过。

游客从码头上船，船工们划船驶向
舞阳河的深处。船只仿佛在画卷上行
走，镇远的民居、青龙洞、石屏山、祝圣
桥都成了画卷上的一笔，游客们兴奋地
拍照，用镜头将镇远细心地收藏。

夜幕降临，沿河两岸的店铺高挂着
一个个大红灯笼，彩灯装扮起古城的亭
台楼阁和民居，河面上灯火通明。五彩
缤纷的灯光，倒映水中，让人沉醉。寻一
处靠河的店铺坐下，饮一瓶小酒，静静
地观赏着霓虹闪烁的夜景，沉醉的心又
生出了迷离。有人趁夜色，解一只小船
入水，听水流演奏出独特的小夜曲。

上图：镇远夜景。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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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6 日，正在保加利亚访问的李克强总理在与保加
利亚总理鲍里索夫共同会见记者时，收到了一份特殊的
礼物。礼物是一面保加利亚国旗，白绿红三色旗上写着

“他的心永远不会冰封”。礼物来自保加利亚著名登山运
动员博阳·彼得罗夫的妻子拉多斯拉娃·内诺娃女士，为
的是感谢中国政府对在中国境内攀登喜马拉雅山时失踪
的彼得罗夫展开的全力搜救。内诺娃动情地说：“对我
来说，这是个非常的时刻。我甚至无法表达我的感激之
情。你们所做的一切都并非理所应当，而是真正用心去
做的。我的心也将有一半永远留在中国。”

全力搜救彼得罗夫

今年4月29日，保加利亚登山运动员彼得罗夫离开他的
队友，在喜马拉雅山希夏邦马峰独自尝试登顶。5月3日，彼
得罗夫最后一次被大本营的登山者用望远镜看到。后来，他
的妻子内诺娃在“脸书”上发布消息，称彼得罗夫已经失踪
了几天。据内诺娃透露，跟彼得罗夫一起攀登的其他成员离
开3号营地并因为天气条件恶化返回大本营，但彼得罗夫决
定留在营地并单独尝试无氧登顶。5月5日，由一位乌克兰登
山者和三名夏尔巴人组成的搜索小组前往3号营地。他们发
现了彼得罗夫的帐篷和睡袋，还发现了他的胰岛素泵和一些
仪器，以及这面保加利亚国旗。

中国政府对彼得罗夫失踪事件表现出了高度的关切，
启动了最高级别的搜救。中国外交部、西藏自治区及中国
驻保加利亚使馆密切协调。中方派出专业救援小组及专
家，克服高海拔山区和恶劣天气造成的困难及危险，对彼
得罗夫进行全面搜救，迅速给两架前来协助救援的尼泊尔
直升机办理飞行手续，为前来参与援救的保方人员提供一
切必要的协助。

彼得罗夫是保加利亚国家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动物学
家，被认为是当今保加利亚最成功的高山登山运动员，他
是第一位在同一季节三次登顶海拔 8000 米高峰的保加利
亚人，曾经登顶过 14座海拔 8000米以上山峰，其中有 10
座都是无氧登顶。更令人惊叹的是，彼得罗夫是一名癌症
和糖尿病患者，他曾说：“正是与癌症的艰苦抗争帮助我
征服一座座高峰。”彼得罗夫给自己确立的长期目标是无

氧登顶14座海拔8000米山峰。
6月25日，中国派专人将彼得罗夫的遗物运送回保加

利亚，由保方转交给家属。这一系列举动温暖了遇难者的
亲属，也让整个保加利亚感受到来自中国的温暖。被浓浓
的中国情谊感动的保国人，又用这种方式将温暖传递回了
中国。

“保加利亚的白求恩”

保加利亚是世界上第二个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这个
地处东南欧，人口只有700多万的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几
经风雨，但两国人民之间的情谊却历久弥新。正是这个热
情、坚韧的民族，在中国人民最危难和最需要帮助的时
候，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

甘扬道先生，被称为“保加利亚的白求恩”，在抗日
战争最危急的时刻，用他的热血青春和精湛的医术，为中
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甘扬道 （1910—2004），原名扬托·卡内蒂，保加利亚
卡赞勒克人，毕业于索非亚大学医学专业。为反对法西
斯，甘扬道参加了西班牙内战，反对佛朗哥政权，最终因
寡不敌众，与幸存者们一起被关押在地中海边的法国古尔
德斯集中营。1939年，“国际医药援华会”从集中营中招
募了来自保加利亚、德国、罗马尼亚、捷克和匈牙利等国
家的 30 多名医生，甘扬道就在其中。他们辗转万里来到
中国，被派到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所在地贵阳图云关，
和中国医生混编成若干医疗队加入抗战队伍。甘扬道作为

第三医疗队队长，带领医护人员在湖南、江西、广西及云
贵一带开始了长达6年的战地救护工作。为了能在第一线
参加反法西斯战斗，他一直留在战区，在艰苦的生活环境
和医疗条件下，在炮火中，苦学中文，用自己在索非亚大
学积累的专业知识培训医护人员，甚至亲自动手制作医疗
设备，研制药品，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
拼尽全力。

这位国际主义战士热忱的赤子之心打动了同在医疗队
工作的中国姑娘张荪芬，他们跨越语言和国界的限制，走到
了一起。张荪芬，江苏泗阳人，1918年出生于北京一个书香
世家。祖父张相文是中国著名的地理学家，父亲张星烺是

近代史学家，母亲王端姝是广东女子师范大学的高材生。
张荪芬自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知书达理，志存高远。1935
年，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了燕京大学生物系学习护士教育专
业。1940年毕业后，张荪芬只身由北京绕道香港、越南，到
达贵阳图云关，参加了抗日战争，并作为教官和护士参与战
地救护。在图云关与甘扬道相识，两人在前线并肩救死扶
伤，私下里也共同思念在沦陷区的母亲。有着共同的家国
情怀、人生理想的两人于 1942 年结婚，他们陆续有了两个
儿子：保中和保华，以此来见证他俩“保卫中华”的战斗情
谊，也成就了中保友好交往史上的一段佳话。

中保文化交流的使者

抗战胜利后，张荪芬随甘扬道回到保加利亚。甘扬道
在保加利亚第一军任卫生部长，并被保加利亚政府授予

“共和国勋章”，表彰他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贡献。张荪芳
则凭借英语、俄语的功底，很快学会了保语。

1949 年 10 月 4 日，保加利亚继苏联之后最早与新中
国建立外交关系。两国建交伊始，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保
加利亚大使馆的筹建工作繁重复杂，困难重重。在此过
程中，张荪芬辞掉在医院的工作，在大使馆身兼翻译、
内勤、外联等职。1952 年，中国著名语言学家，北京大
学朱德熙教授受命赴保加利亚，在索非亚大学建立保加
利亚第一个汉语教学点。张荪芬作为他的翻译和助手，
亲身参与了整个过程。这项工作，后来成为张荪芬为之
奋斗终生的事业。他们将从中国寄来的中文书刊材料改

编成教材。1954 年，浸透朱德熙、张荪芬智慧和心血的
《汉语教科书》 正式出版。在此后的 37 年里，索非亚大
学汉语专业的师生一直使用这部教材，为保加利亚培养
了一批懂汉语、懂中国的汉学家。张荪芬这个名字，也
不再仅仅是甘扬道夫人，而是作为保加利亚汉语教学的
奠基者和开创者，载入了保加利亚汉学和中保文化交流
的史册，受到两国学者的尊敬和爱戴。2004 年 5 月 21
日，索非亚大学授予张荪芬女士国家教育最高荣誉奖
——蓝带勋章，表彰张荪芬为保加利亚汉语教育事业所
付出的毕生心血。

甘扬道与张荪芬，架起了中保两国人民之间心灵相通
的桥梁。虽然，彼得罗夫消失在世界之巅的冰雪中，但他
无所畏惧，挑战人类极限的勇气，与中国政府和人民在搜
救过程中表现出的深情厚谊，将汇结成为两国民心相近、
相知、相通的温暖纽带。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副院长）
题图：内诺娃赠送给李克强总理的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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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份 特 殊 的 礼 物
——中保两国历久弥新的情谊

林温霜

彼得罗夫在一次登顶后 本文图片均来自网络

7 月 5 日发生在泰国普吉
岛附近海域的两艘游船倾覆
沉没事件，引发中外舆论的极
大关注。泰国是最早向中国
游客开放的出境游国家之一，

“新马泰”在中国游客出境游
的发展历程中有着象征性的
意义。数据显示，中国游客赴
泰游人次不断刷新纪录，2017
年已超过 980 万。至今，泰国
仍是许多第一次出境游的中
国游客的选择。此次泰国沉
船事件，给中国游客出境游的
旅游安全敲响了警钟。

2012 年起，中国成为全
球最大的客源国。与不断增
长的出境游人次以及出境游
频率相比，人们的旅游安全
防范意识并未被提升到应有
的高度。

泰国沉船事件后，有近
期赴泰国旅游的游客回忆自
己的旅程：坐船时，人们都
没穿救生衣，行程中送的浮
潜项目，几乎每个人都参加
了，有些不会游泳的，包括
小孩子，穿着救生衣就下水
了，“万一救生衣出点问题，那就麻烦了”。此
前，还曾发生过多起外交部发布旅游安全提醒，
却仍有游客不听劝阻、坚持前往有风险旅游目的
地的事情。可见，在出境游过程中，部分中国游
客在面对可能存在的自然灾害、突发事件等带来
的人身伤害时，缺乏必要的风险防范意识。

事实上，无论游客此前是否有过出境游的经
历，来到一个相对陌生的环境里，面临语言、文
化、外在环境等的挑战，不可控因素显著增多，
风险系数更高。根据中国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
服务应急呼叫中心的数据，2017 年，外交部和中
国驻外使领馆处理的领事保护与协助案件就达7万
起，涉及中方人员死亡的案件超过500起。这个数
字可谓触目惊心。因此，旅游安全应当成为出境
游游客的行前最重要一课。

目前，随着我国出境游的发展，各式旅游攻略、
出行宝典在网络上随手可查，内容涵盖目的地景
点、风土人情、美食购物等详细介绍，也有小众化、
个性化的旅游推荐。然而，旅游安全的相关“攻略”
却很少，或是仅仅“三言两语”。此前，外交部部长
王毅就曾提及，事先预防而非事后补救，才是最好
的办法，其中之一便是加强安全防范意识的普及。

泰国沉船事件之后不久，中国多地政府部门
接连发文，提醒游客注意旅游安全。文化和旅游
部先后发出多份紧急通知和风险提示，对出境游
和国内旅游特别是海上旅游、水上旅游项目安全
作出警示，要求深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坚
决防范各类涉旅突发事件的发生，并提醒广大游
客海外自助游注意安全；河南省旅游局在全省范
围内开展拉网式旅游安全隐患排查，重点检查涉
水景区、山岳景区、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区域；
湖南省旅发委紧急排查本地区在线旅游企业和平
台、旅行社销售的境外单项旅游产品，对于不合
格的自助游产品一律下架，并指导在线旅游企业
和平台健全出境自助游应急机制，完善应急预
案，细化安全措施。

这些部门的迅速反应和积极应对值得肯定，
接下来，处在旅游业
一线的旅游企业和游
客应当共同努力，切
实组织好、上好旅游
安全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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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电（记者赵树宴）
日前，由北京文化艺术界、乡村
旅游领军企业和其他爱心人士共
同参与的系列文艺公益助力旅游
扶贫活动，在北京天雅集团文化
中心一号美术馆启动。青年演员
李依晓被聘请为张家界乡村旅游
公益大使。张家界市宣传部部长
郭天保介绍，通过聘请知名艺术
工作者担任张家界乡村旅游公益
大使、开展一系列文艺公益扶贫
行动，开创了旅游与文艺公益扶
贫融合的新模式，旨在吸引更多
文化艺术人才，参与张家界旅游
扶贫和乡村振兴。

张家界市委副书记刘绍建介
绍，张家界是国内外知名旅游胜
地，2017 年，张家界接待中外
游客7336万人次，共有109个国
家和地区的游客到访。张家界也
是 46 个民族的聚居区，是湘鄂
西、湘鄂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
地的中心，地处全国 14 个集中
连片特困地区的武陵山片区，是
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截至
2017 年底，全市还有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 9.5 万人。刘绍建希望
更多社会力量用爱心公益助力张
家界旅游扶贫，推进张家界旅游
扶贫攻坚和全域旅游建设。

张家界
开创“旅游+文艺”扶贫新模式

启动仪式现场 本报记者赵树宴摄

甘扬道、张荪芬夫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