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见习记
者 符丹）3 月 18 日，由民间公益人
士、环保志愿者发起，省人大环资
委、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绿
色潇湘、曙光环保全程支持的“你
好，湘江”大型公益湘江溯源活动
在长沙橘子洲拉开序幕。环保志愿
者们从长沙出发，长途跋涉抵达湘
江源头永州蓝山县紫良瑶族乡野狗
岭，探考源头生物现状、检测水质、
存取水样后，再由此途经郴州、衡
阳（耒阳）、株州回溯至长沙。所经
各点，除检测水质、探访污染源、
进行环保时装秀外，志愿者们还
将沿途收 集 100 份当地市民、环
保志愿者们给省长写的明信片。

据 介绍，在 3 月 22 日世界水
日即将到来 之际，“你 好，湘江”
大型公益湘江溯源活动组委会希
望以此为契机，契合政府部门对湘
江改质重视的同时聚集民间力量，，
以溯源母亲河湘江的行为方式引
起社会广泛关注及话题，打造“湘
江”热词，引发公众对湖南母亲河
湘江的关注。

虽然成功登顶阿空加瓜山，
但曾建华事后却反思自己当时太
冲动，犯了登山的大忌——独自
一人上山。

现实如 此——对登山近乎
狂热的曾建华一到雪山上就有
种“失控”的感觉。在过去 4 年
多的时间里，她征服了很多的高
峰——2010 年登顶香格里拉海
拔 5396 的米哈巴雪山；2011 年
8 月 1 日成功登顶新疆海拔 7546
米的慕士塔格峰；2012 年 10 月
7 日登顶四川省海拔 6168 米的雀
儿山……

作为一名普通的公务员，曾
建华把全部的业余时间和大部
分的工资都用来登山了，用她的
话来说，“雪山就是我的情人”。

有时候拉不到赞助，她就自
掏腰包。家人对她的想法并不支
持，所以，之前曾建华都是瞒着
家人，但这次的阿空加瓜山之行，
因为时间太长她没有办法再隐瞒
了。

家人极力反对她前往，“我

女儿也很反对我去，她跑到我爸
妈面前讲，你们也不好好管管你
们的女儿，看她都‘野’成什么
样了。”曾建华说。

2 月 28 日，曾建华回到怀化
后，她的母亲告诉她，这一个月
都没睡过一个好觉，很怕她发生
意外。

其实，曾建华遇到的阻拦并
不只限于家人。在办理签证时，
需要单位领导盖章，当曾建华告
知出国的缘由时，领导一口就回
绝了，原因是太危险了。曾建华
不断地诉说，领导最后才勉强同
意。

其实，家人朋友的担心，曾
建华又何尝不明白。2010 年，米
哈巴雪山之行，是曾建华第一次
真正登山，那次她失去了两个队
友，其中一个是她的闺蜜。

“那一刻，我心里只有一个
声音：这一辈子再也不登山了，
这一辈子再也不户外了……我把
自己关在家里整整一个月。”曾建
华说。

一个多月后，朋友问她“要
不要去登慕士塔格峰”，曾建华
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她说 ：“2010
年，应该说是我正式开始登山的
一个分水岭。那场山难，几乎注
定了我和山，今生今世要以一种
特殊的方式，结下不解之缘，而
此前所有大大小小的跟户外有关
的翻山越岭，都仿佛只是一场场
预备役和热身……”

在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问到
有没有将下一个目标锁定为珠穆
朗玛峰时，曾建华笑了笑 ：“珠
穆朗玛峰是一定要去的，不过我
想先去把其他洲的高峰走一遍。
此外，除了征服世界第一高峰外，
我还想去南极和北极走一趟。”

在每次的登山过程中，缺氧，
高原反应，吃不下，睡不着，在
曾建华看来，这都是自找的“炼
狱”，但她很享受。

如果说爱情是很多女人一生
的英雄梦想，那对于曾建华而言，
她的英雄梦想就是——用自己的
脚去丈量地球的经纬。

 “当天的天气真的是太恶劣了，
山又陡又危险，完全出乎我的想象。”
3 月 13 日，向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回
忆起成功登顶阿空加瓜山时，曾建
华依旧感慨万千，她用“好运气和
传奇”来形容自己为何能征服这座
高山。

马年大年初一（1 月 31 日）晚上，
曾建华从怀化启程前往阿空加瓜山。
在到达当地并做 好前期准备后，2
月 7 日，曾建华和队友开始徒步上山
并进行拉练。曾建华状态很好。有
一天，一个荷兰的登山者曾特意问
她是不是会中国功夫，会轻功。

在攀登 6000 米后，剩下的 962
米极难攀登，暴风雪肆虐，悬崖峭壁、
能见度不到 5 米……曾建华用 8 个
小时的时间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奇迹，
而这奇迹是很多曾经登上过珠穆朗
玛峰的人都未能实现的。

对于登山队员来说，最困难的
是冲顶。他们原计划是 2 月 13 日要
从阿空加瓜山 6000 米的高度开始冲
顶的，但因为山上一直是暴风雪天
气，所以就把时间推迟到了 2 月 15
日。

2 月 15 日，仍是暴风雪，在这
样的天气冲顶是非常危险的，但事
已至此，他们决定硬着头皮上。当
日凌晨 5 点，几十个人的队伍就开
始出发了。由于资金有限，曾建华和
中国队员请不起要价 9800 美金的向
导，于是就只能跟着请了向导的外
国队伍走。

不料，刚出发没多久，中国队
伍中有几个队员就发现自己的装备
不行，又返回到住的地方换东西去
了，而外国的一些商业队伍有下撤的
了。见中国队伍中下去拿东西的队员
一直没有上来，站在原地等的人也
放弃了，曾建华有点着急了。“都已
经到这里了，我肯定是要接着爬的，
要不然这么长时间的准备就都白白浪
费了。”抱着“必上”的想法，曾建华
不顾其他人的反对，跟着几个外国人
继续上山了。

越往上爬，天气就越恶劣，暴
风雪也更大，在爬的过程中，不断
有人下撤。曾建华告诉今日女报 / 凤
网记者，队伍中全是牛高马大的外
国男人，只有她一个女人跟在人家
背后。“我当时就想着一定要上去，
但我也担心他们全部撤退后没有向
导给我带路。”就在曾建华觉得不知
如何是好的时候，两个高个子的德
国男人和向导走过来跟她说了句“go 
,go”。

“风一直在咆哮，感觉可以
把人都吹起来，雪在空中一直飘，
风一吹把地上的雪也都刮起来，
你能看到的就是大片大片的雪
花砸过来。”曾建华说，这种场
景还是第一次见到。

躲在一块大石头下休息时，
看到前面有一座大山，曾建华知
道那就是自己要去征服的地方。
可她往前看去，脚下只有一条又
陡又小的路。

他们顺着小路走到三分之二
时，到了山腰，情况却更糟糕，“完
全没路，都是乱石，有些地方甚
至一边是悬崖，一边是只能放得
下一只脚的乱石。”

曾建华也知道，他们已经到
达了最艰难的一段路，曾有 7 个
外国人同一天死在了这条路上。
虽然已经够小心翼翼的了，但曾
建华也发生了意外，她在一段冰
雪陡坡处发生了滑坠。幸运的是，
滚了五六米，她被一块大石头拦
住了，高山靴掉了，还好人没受伤。

尽管遇到了危险，曾建华的
状态依旧很好，超过了两个德国
人。爬到 6705 米时，曾建华等

来了那两个德国人，她看到其中
一个脸色苍白，明显体力不支，
他们说不上去了。

“我当时就急了，他们不上去
我也就上不去了，于是我就跟向
导比划，求他带我上去，可是向
导必须要带那两个人下山。”恰
在这时，又上来了另外一个穿红
衣服的向导，向导便请红衣向导
给她带路。

曾建华又 跟 着 新的向导上
路了。“越到上面天气就越恶劣，
温度也更低，我真的很害怕自己
葬身于此。向导一直在前面催我
快点赶路。”曾建华告诉今日
女报 / 凤网记者，换作以前，
只要向导敢带，她就敢走，
但这一回，她胆怯了。

又 爬了一段，风雪
更大，呼吸也越发困难，
曾建华停下来喘气的频
率 越 来 越 高。 爬 爬 停
停，不知过了多久。“那
一段路，我停了很久，走
得很慢，感觉自己完全处
于迷迷糊糊的状态了，甚至
都有点脑袋不清醒了。”向导突

然在一块石头边向右斜切爬上去
后，就看不到人了，曾建华心里想，
也许这里就是山顶了。

但尽管只有七八 米的距离
了，曾建华却走得格外吃力，当
她绕过那块石头爬上去时，眼前
突然就豁然开朗了。曾建华称，
当自己看到代表阿空加瓜山标志
的十字架时，并没有太激动，心
里想的是再也不用爬了，不用那
么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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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化美女征服美洲第一高峰
她是湖南第一个登上阿空加瓜山的人，被外国人误以为“会轻功”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李旦

这是一个关于美女与“巨人”的故事。
这个美女是自幼在军营长大的怀化妹

子曾建华，如今是怀化市工商局鹤城分局
的工作人员。而“巨人”则是位于阿根廷
与智力交界处的阿空加瓜山，海拔 6962 米，
是美洲的最高峰，也是除亚洲以外的最高
峰，公认为西、南半球最高峰。2 月 15 日，
曾建华成功登上这座绰号为“美洲巨人”
的山峰，成为了湖南第一个登上此山的人，
同时也是国内少数几个登顶成功的女性。

近日，曾建华向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回
忆了她如何挑战极限、征服“美洲巨人”
的过程。

坚持冲顶 “逼”上顶峰

“雪山就是我的情人”

■资讯

“你好，湘江”大型公益
湘江溯源活动开幕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吴
雯倩）从面向消费者开放参观蒙牛
的全国 28 个工厂，到开通“你的疑
问，我的责任”网站和微博、微信
等社会化媒体应用平台，在食品安
全问题上，蒙牛以一点一滴不懈的
努力践行“良心事业”。日前，蒙牛
联合多家媒体在微信平台推出“你
是‘谣控’人吗”测试活动，普及
食品安全知识，开启了蒙牛 2014
年与消费者点滴沟通的新篇章。

此次“谣控”人测试活动是蒙
牛“牛奶的力量”科普活动的续篇。
2013 年，针对各类牛奶的谣言，蒙
牛就携手众多权威健康科普媒体
以及中央级媒体进行答疑解惑，发
起了“牛奶的力量”科普行动，为
公众普及牛奶消费常识和正确的饮
奶观念，帮助消费者走出误区。

为进一步传递“品质”讯息，
以更接地气的方式与消费者面对
面交流，3·15 期间，蒙牛在湖南
长沙、衡阳、怀化、娄底等 15 个
市场相继启动了“做好每一步，只
为好牛奶”的大型路演活动。活动
现场除了精彩的表演和互动游戏环
节之外，还为各市州数万观众提供
了产品展示、试饮等与蒙牛产品亲
密接触的机会。与此同时，蒙牛还
携手今日女报官方微信（微信号：
jrnbweixin）于 3 月 14 日到 18 日推
出“过关答题送话费”线上互动活
动，为粉丝带来了一场小狂欢。据
统计，活动累计近 4000 人次参与，
40560 人 阅 读，11307 人 次 转 发，
来自湖南、山西、广东等多地的粉
丝获得了话费奖励。

蒙牛在湖南15个市场
启动大型路演活动

2 月 15 日曾建华成功登顶阿空加瓜山并与其十字架标志物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