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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城捡垃圾的英国人
今年63岁，已连续捡垃圾20余年，曾被英国女王授予帝国勋章

近日，一段“英国人在长城
捡垃圾”的视频登上微博热搜
榜，大众纷纷赞叹。成为红极一
时的热点谈资。其实，这个年过
六十的英国人已默默坚守了二
十多年。

他叫威廉·林赛，一个对长
城爱之入骨的英国人，在长城捡
了二十多年的垃圾，最多一年内
收集了 331 袋垃圾，为长城垃圾
问题敲响了警钟，英国女王特此
授予他“大英帝国勋章”。

与长城的不解之缘

1967 年，11 岁的威廉·林赛
从老师推荐的《世界地图册》上
发现了古老又神秘的万里长城，
从此在心中埋下了一个“长城
梦”。

1987年，威廉第一次来到中

国。热衷户外运动和跑步的他
历时 78 天，从嘉峪关到山海关，
跑完了 2470公里的长城路，成为
第一位成功独自在长城上徒步
的外国探险者。

跑长城期间，威廉也收获了
一段美丽的爱情，和西安姑娘吴
琪结婚，并有了两个可爱的儿
子。妻子吴琪，正是启发他在长
城捡垃圾的引导者，更是他保护
长城的“铁杆搭档”。

1994年，威廉开始在北京工
作，每逢周末就会骑着他的山地
车出城，风尘仆仆地往返近 200
公里，考察和拍摄京郊的明长
城。拍摄过程中，他发现在长城
上垃圾随处可见，威廉痛心疾
首：“这些人怎么可以这样，来到
如此美丽的地方却不知道好好
爱护。”每次到长城考察，威廉都

会把看到的垃圾捡起来带回家。
某天，他又气愤地谈起这件

事情时，妻子吴琪的话给了他启
发：“在中国，这种事情光气愤是
没有用的，你想过做点儿什么
吗？”

“那时候我只是一个普通公
民，但我已经决定站出来，组织
人们加入到保护长城环境的活
动中来，于是我便想办法去找赞
助者。我给长城饭店打了电话，
他们总经理对我说这个想法不
错，我所做的事情就是把人带到
长城上去捡垃圾。”

威廉和捡垃圾的志愿者们

1998年开始，威廉每年都会
组织来自世界各地的志愿者参
加长城捡垃圾活动。如今，威廉
已在中国待了32年，随着参与的

人越来越多，威廉创办了“国际
长城之友协会”，中国、德国、美
国等国家的志愿者，也加入到

“长城捡垃圾”行动中来。
不仅如此，在几家公司的赞

助下，他还雇用了6位农民，常年
在京郊怀柔附近的长城捡垃圾。
但垃圾问题并未就此解决，他发
现随着游客的越来越多，长城上
的垃圾也越来越多，以前 6 个农
民 3 个月才捡一车垃圾，现在几
乎每月都要拉走一车。

2003 年开始，威廉花了 5 年
时间搜集长城过去的老照片，从
玉门关走到老龙头，重点拍摄了
150 个地点，行程 3.5 万公里，向
人们展现长城今昔的对比。

2006年，他受邀走进了白金
汉宫，伊丽莎白女王把“大英帝
国勋章”别在了他的礼服上，握

住他的手说：“你保护了中国的
长城，这是要投入毕生精力的工
作，干得很好!”

2019年，威廉对长城的热爱
和保护还在继续，并影响更多的
人加入其中。虽年过花甲，不能
每周登长城，但一去长城，他还
是会提回大包小包的垃圾。

据悉，2017 年国庆黄金周，
八达岭长城一天就产生了十余
吨垃圾。这些垃圾由一支三十
多人组成的清洁工队伍一点点
收集起来，并背下山，一个环卫
工人一次要背上百斤垃圾回去。

2018年五一假期，长城景区
共清理固体垃圾35吨、液体垃圾
30吨，而2019年5月1日，景区共
清理固体垃圾 7.2 吨、液体垃圾
11吨。

在过去的二十余年里，威廉
最多一年收集了 331袋垃圾。种
种数字令人触目惊心。

垃圾量大，清理难度高，且
运送困难，完全依靠人力带走 ，
长城的垃圾问题面临各种严峻
的挑战。如何从根源上解决这
些问题呢，归根结底还是要提高
大众的环保意识和道德修养，从
源头解决问题。

正如威廉提出的“捡垃圾并
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是我们
的教育和理念出了问题，爱长城
不仅是为它去除垃圾，更要赋予
其文化和生命，才能触动更多的
人自发保护长城瑰宝”。

威廉捡垃圾的事情引起大
众的瞩目，或许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源自他的外国人身份，但环保
不分国籍，拥有大爱精神，爱我
们的环境，爱我们的国家，爱我
们的世界，为了让它更好而努
力，而不是一步一步地伤害它，
相信大多数人都在朝着威廉的
精神和行动看齐。

（凤凰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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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红十字会改组后，救护问题得到总
会和各级红会的重视。1951年11月，总会与
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全国青联、全国学联、
中华医学会联合发出《关于开展现场急救训
练的通知》。为此，总会编辑出版《急救》一
书。1952年8月，总会又编写出版了《急救教
材挂图》。

1956年5月，总会出版《红十字卫生院救
护常识》。7月，出版《防空和战场救护常识》。
同年，在沈阳召开工作会议，推广卫生救护工
作经验。

1957年4月3日至10日，总会在北京召开
工作会议，确定了“有重点有计划稳步前进的
工作方针”。“重点”是“建立组织、发展会员”
和“卫生救护训练”。一段时间内，中国红十
字会国内主要工作和爱国卫生运动的内容结
合在一起。

2001年，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与14个政府
部门联合下发《中国红十字会关于广泛深入
开展救护工作的意见》，以推动各行业卫生救
护工作的开展。

2009年，中国红十字会组织专家编写了安全救护
系列图书，普及群众性救护知识和技能。《中国红十字
救护培训管理办法》初步形成。次年8月，中国红十
字会成功举办首届全国红十字应急救护大赛，培训工
作继续深入不同行业、深入普通市民。

2013年按照国务院“意见”要求，各级红十字会充
分发挥在公众参与的应急救护培训中的主体作用。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参与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
合会全球备灾中心牵头的全球通用急救手机软件合
作项目，开发完成中国版急救手机应用软件——“红
十字急救掌上学堂”。当年11月，在清华大学举行了
推广启动仪式。

“救”在身边

▼2018 年 5 月，浙江省红十字会联合湖州
市红十字会、湖州交通学校在湖州市奥体中心
拍摄了一组开展应急救护的宣传片

▲建国初，红十字卫生站急救组卫生员
学习包扎

▲童年时期的威廉

一个月内，北京市海淀区5名志愿者捐髓救人

他们，用大义温暖生命
■ 任淑云

从前，他们并不相知；今后，
他们也不会相见。他们或许永
远是陌生人，但当他们伸出胳
膊，捐献出自己的造血干细胞
时，他们就拯救了另一个人的生
命。

首个军人捐献者

两只手臂连接着针管，新鲜
的血液自一边流出至血液细胞
分离机，分离出造血干细胞后，
再从另一边流回体内，病床旁的
采集袋里，红色的造血干细胞混
悬液正在一点点地增加。

7 月 23 日上午，在医院采集
室，北京市海淀区志愿者汪先生
正在进行造血干细胞捐献。这
名生于 1986年的安徽人，是北京
某部队的一名军人。入伍16年，
他热心公益，从 2010 年起，坚持
每年到驻地的流动采血车（站）
进行1-2次无偿献血。“就在离我
们驻地不到 1 里地的商场旁，有
流动采血车，我觉得献血不仅有
益身心，还能帮助别人，于是就
坚持了下来。”

2016年6月，在一次献血中，
汪先生看到了红十字会关于造
血干细胞移植的宣传，当即在现
场留存了造血干细胞样本，正式
成为中华骨髓库造血干细胞捐

献志愿者。2019 年 5 月下旬，他
接到中华骨髓库北京分库工作
人员打来的电话，告知他有一名
血液病患者与他当初留存的造
血干细胞血样吻合，询问捐献意
愿。

时隔三年的承诺，即将变
为现实。作为家中独子，同时
又是一个 5 岁孩子父亲的汪先
生说：“当初在留存造血干细胞
样本时，就做好了随时为患者
捐献的准备。得知与患者配型
成功的消息后，我十分激动，在
人民群众最需要的时候挺身而
出，是革命军人义不容辞的责
任，想到这么做能够挽救一个
濒危的生命，挽回一个濒临破
碎的家庭，更加坚定了我个人
的捐献意愿。”

北京市海淀区红十字会的
工作人员说，海淀区目前已有 74
人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汪先
生是海淀区首个军人捐献者，适
逢八一建军节来临，汪先生的爱
心善举显得更有意义。”

21岁大学生“临危受命”

捐献完造血干细胞 12天后，
大三学生小张按照学校的组织，
进入一家施工单位开始实习生
活。21岁的小张来自湖北，目前
是海淀区一所著名大学的大三
学生。大一时，学校组织参与无

偿献血活动，他了解到捐献造血
干细胞的意义，于是报名加入了
中华骨髓库。

今年 7 月，小张接到了来自
中华骨髓库北京分库的电话。
电话中，中华骨髓库工作人员告
诉他，一名准备移植的患者因对
应的供者突患疾病，不能如期捐
献。此时，患者已在无菌仓被清
髓，原有的不健康造血系统被摧
毁，等待健康的造血干细胞进入
体内。医生介绍，清髓是一个不
可逆的过程，如果等不到来移植
的造血干细胞，病人将有性命之
忧。

事发突然，中华骨髓库在备
选志愿者中找到了与患者全相
合的小张。听明来意，小张很爽
快地答应了：“没问题，我愿意捐
献。”小张解释说，他了解捐献的
安全性，也了解捐献是为了让另
一个生命得到重生。

7月 9日，经过 4个多小时的
采集，小张顺利完成了捐献。如
今，回想起来，他看得很平淡：

“捐献对我来说就是拯救了一个
人吧。我个人没啥特别的想法，
只 觉 得 是 一 件 力 所 能 及 的 事
情。”他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人
加入到这一项事业当中。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认识
到捐献造血干细胞的意义，也
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仅
今年 7 月一个月，北京市海淀区
就有 5 名捐献者完成捐献。“自
2003 年开始开展捐献造血干细
胞工作，经红十字会、血站和志
愿者的齐心协力，目前，海淀区
累计有 3 万余名志愿者加入了
中华骨髓库，74 人实现捐献，走
在了全市的前列，这要感谢这
些无私奉献的捐献者们，是他
们，挽救了一个又一个白血病
患者的生命。”海淀区红十字会
工作人员介绍。

意大利拟立法

送手机上瘾孩子就医

环球网7月25日消息 意大利五星党近
日向议会提交了法案，建议政府将过度依赖
手机正式看作一种心理疾病，并对严重者开
课治疗。如果你总是手机不离手，总害怕断
网没电，可能是患上了“手机焦虑症”，这种症
状和成瘾相似，需要专业辅助。

根据该法案，十分之八的意大利青少年
患有与科技相关的疾病，这促使政客们站出
来表态。提出该法案的执政党五星党议员维
多利亚·卡萨说：“情况越来越糟，必须像上瘾
一样对待。我们同意相关研究结果，期待在
社交媒体上被点赞会触发大脑中的化学多巴
胺。这就像赌博一样。”

该法案提议在学校开设有关手机成瘾危
险的课程，并发起一场通知家长的运动。在
最糟糕的情况下，最严重的手机上瘾者可能
会被送到健康中心接受“再教育”。

此前有研究显示，15% 的意大利青少年
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间超过 10小时。在 15岁
至20岁的意大利人中，有一半的人每天至少
要看 75次手机，62%的青少年会发短信到深
夜。

夏日高温加剧冰川消融

瑞士居民给冰川盖巨毯防融化

中新网7月26日电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
报道，近日，瑞士阿尔卑斯山南部的冰川出现
了“怪现象”，有许多白色的布覆盖在冰川上。
原来，由于气候变迁，当地居民自动为这些冰
川披上了这些布，严防夏季高温将冰川融化。

瑞士壮美的冰川景观吸引着世界各地游
客。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瑞士冰川不断消
融。

据报道，位于瑞士阿尔卑斯山附近的隆
河冰川，从2009年开始，出现融化的情形，在
这 10年间，冰川融化了约 33英尺，融化的冰
在冰川下方形成越来越大的湖泊。所以当地
居民将许多防紫外线的白色防水油布“披”在
冰川上，以免冰川继续融化。

被白色油布覆盖的冰川主要分布在海拔
7500 英尺之处，因此架设的过程十分艰辛，
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人力与金钱，但当地居
民需仰赖游客所带来的观光收益，因此持续
架设白布覆盖。

至于覆盖白布是否真的能阻止冰川融
化，科学家说，这样的做法确实能降低冰川融
化速度的70%至80%。

德国“超级大钢琴”诞生
琴师弹琴须爬3层楼高阶梯

中新网7月28日电 据外媒报道，德国一
名制琴师制造了一台高约 4.5 米的大钢琴，
虽然尚未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确认，但报道
称相信这是“全球最大的大钢琴”。目前，这
台大钢琴(Grand piano)安装在拉脱维亚新建
的一个音乐厅墙上，钢琴师必须爬上约 3楼
高的陡峭梯级到一处阳台，才能弹琴。

据报道，65岁的制琴师克拉文斯其实早
在1987年，就打造了，世界最大型的370型号
钢琴，而新诞生的 450i型号立式演奏琴(Ver⁃
tical Concert Grand piano)高度比它的前身高
出整整一米。

波罗港口和度假小镇文茨皮尔斯的新
音乐厅，更是摆放着一架更大型的同款钢
琴，其海军蓝的钢框架高 6米。这架钢琴的
琴弦有些长达 5米，所发出的音响铿锵。克
拉文斯说：“情感丰富的作品最适合用这架
钢琴来弹奏，若以这架钢琴弹奏拉赫玛尼诺
夫、斯克里亚宾以及贝多芬等的奏鸣曲，效
果将完全不同。”

除了庞大的体型，这钢琴并无木制外
壳，观众在钢琴演奏会上可看到它细长、钢
制的琴弦在跳动。克拉文斯指出，这样的设
计能让音乐爱好者“听到所有声音细微差
别”。▲海淀区副区长、区红十字会会长刘圣国看望志愿者

▲右上：在户外的威廉；右下：和志愿者在一起的威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