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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盗的石刻属于古桥上
的构件，这些石刻肯定是具有
较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
放眼全国，类似古建筑构件被
盗的情况也非常普遍，其中不
乏一些国宝级的文物。”谈到古
建筑构件被盗的情况，郑州建
筑学院教授郑东军说。

一位民间古建爱好者受访
时称，古建贩卖早已形成了“一
条龙”服务，先通过照片向买家
推荐产品，交易达成后，从拆到
重新安装都提供一条龙服务。
在传统建筑遗存较为丰富的山
西，大到整栋老宅子，小到构
件，经常发生被盗事件。

省文物建筑保护研究院一
位专家说，很多石雕因其比较
精美，具有时代特征而被盗，
前段时间他们就对项城黄庙
石桥上被盗的石狮进行修
复。为保护这座石桥，当地不
得不在桥旁安装监控，雇人在
此守护。

该专家表示，大量发生的
古建筑构件盗卖行为表明，现
今全社会对传统建筑的保护意
识严重不足，监管上也存在很
大漏洞。“历史文化的古建筑众
多，但不少都在比较偏远的农
村。由于乡村大部分居住的是
留守人员，防护力量薄弱，给不

法之徒留下可乘之机。另外，
村民对古建筑文化历史遗产缺
乏认识，不懂其价值，致使一些
古建筑被盗现象猖獗，人为毁
坏、流失严重，同时，缺少法律
保障、缺少经费和人员修缮看
护、缺少相应执法权也是目前
制约古建筑保护的重要因素。

针对娃娃桥石刻被盗一
案，如您有线索，可与潭头镇派
出 所 联 系 ，电 话 为 ：
0379-66688110。K

线索提供 孙女士
稿酬 100元
新闻热线 0371-96211

□记者 邵可强

本报讯 人在异乡不小心
丢了身份证，必须回户籍地派出
所办理？昨日，省公安厅官方微
信给出答案。目前我省已在全
国12个省市开通了异地办理身
份证的采集点，河南户籍居民在
这些地方不必回原籍也可以办
理身份证。即居住在这12个省
市内的居民，身份证丢失补领、
到期或损坏换领的，可凭有效居
住证到居住地身份证异地受理
点申请办理。

深圳：深圳市罗湖区罗芳南
路 中 震 大 厦 406 室 ；电 话 ：
13828829880、0755-82619153。

东莞：东莞市金井路一巷三
号；电话：13423000408。

珠海：珠海吉大建业一路花
园大厦 9 楼河南商会；电话：
13697764995。

广州：广州市荔湾区沙面三
街三号；电话：020-81217561。

惠州：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
鹅岭南路 110 号惠州市南线客
运 站（金 通 集 团 旁）；电 话 ：
13542723452、 0752-2390003、

0752-2281999。
汕头：汕头市衡山路明珠广

场锦龙商务大厦 7 楼；电话：
15817963999、0754-88887534。

福州：福州市鼓楼区双下路
20 号凤湖新城四区 1#202；电
话：0591-83350971。

厦门：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南
路 四 里 56 号 501；电 话 ：
18606999297。

新疆：乌鲁木齐市仓房沟路
178号泰翔大厦18楼J座新疆军
达 利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电 话 ：
0991-5815353。

上海：上海市虹口区中山北
一路 1250 号 1 号楼 15 楼 1504
室；电话：17701676887；办证时
间：周六、日上午9：00-12：00和
下午1：00-5：00。

北京：北京市丰台区西罗园
一区甲二号北京河南商务酒店
一层南侧，北京“河南人之家”；
电话：010-87869599；办证时间：
每周二和周四。

天津：天津市公安局制证中
心和滨海新区公安局人口服务
管理中心。

栾川县潭头镇大王庙村依
山傍水，以石桥、老井、古树、老
宅而闻名，这里有老宅4座，分
别为李家大院、孙家大院、赵家
大院和马家大院。抗日战争
时期，河南大学农学院亦驻此
办校。2014年，该村入选国家
七部委公布的第三批中国传统
村落名录。

被盗古桥名为娃娃桥，位
于村南侧。据了解，娃娃桥始

建于清朝，石栏上浮雕图案非
常精美，绘有鹤、麒麟、鹿、荷
花、牡丹等图案，手法细腻，具
有较高的艺术价值。1985年，
该桥被定为栾川县文物保护单
位。

据当地传说，这座古桥建
于清嘉庆年间。当时村里一孙
姓大户的户主突然病故，将万
贯家财留给了妻子，妻子决心
为其守寡。因没有子女，她便

拿出钱财为村里修桥。村民们
为纪念无子女的孙姓之妻，将
该桥命名为娃娃桥。

“今年春节时，我还给这座
老桥拍了照片。没想到，没过
几天，竟有人夜里偷盗上面的
文物。据村里人说，是有人趁
晚上天冷风大时趁机作案的。
事发后，民警在桥周围拉起了
警戒线。”大王庙村村民孙女士
说。

大王庙村村主任张红庆接
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三四年
前，就有窃贼趁天未亮时偷桥
上的石刻，不过被早晨上学的
孩子们发现，当时石刻已经被
放倒，但所幸没能被偷走。“这
座桥在村南头，大年初五夜里
到初六凌晨下着雨，比较冷，出
来的人少，所以有人来偷盗时，
没有村民察觉。”

张红庆说，因村里并未安

装监控设备，所以当时没有拍
到偷盗的情况。事发后，栾川
县文管所、洛阳市文物局、洛阳
市博物馆的相关专家都赶到这
里调查文物受损的相关情况。
目前，政府已着手在村周围安
装监控，以保护村中其他文物。

栾川县文管所所长庞海娇
说：“据一位村民反映，他初六
凌晨两点多回家时，看到桥还
未被破坏。这说明，桥护栏被

破坏应该是这个时间之后。”目
前，他们已在桥周围加装监
控。至于偷盗行为是否对桥造
成破坏，还需专家进一步评估。

随后，记者从潭头镇派出
所了解到，警方初步确认桥上
石刻被盗。因石刻属县级保
护文物，所以他们已会同刑侦
部门成立专案组进行侦查。目
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洛阳栾川县清代古桥“娃娃桥”石刻大年初六凌晨被盗

过年贼还“加班”，把古桥石刻撬跑了

□记者 李一川 实习生 苗琳

本报讯“大年初六凌晨，我们村里一座古桥上的4块精美石刻被盗了，这些石刻可都是文物啊！”
昨日下午，老家在洛阳栾川县潭头镇大王庙村的孙女士拨打大河报热线说。记者随后对此事进行了
采访。

【事发】清代古桥石刻，深夜被盗

【进展】栾川警方已成立专案组追查

【专家】古建筑屡被盗凸显监管漏洞

记住这12个外省办理地点

身在异乡也能办身份证

云台山林区惊现金钱豹
一大两小白天出没，被路人拍到照片

三只金钱豹现身林区 图片由千先生提供

▶被盗后的古桥 图片由线索提供人提供

▲被盗前古桥上的石刻 图片由线索提供人提供

□记者 郭长秀 通讯员 龙邦

本报焦作讯 2月16日，开
车经过修陵公路的千先生在云
台山景区茱萸峰14号洞附近的
山上发现了一大两小三只金钱
豹，千先生随即下车拍下了这难
得一见的一幕：图片上可以清楚
地看到一只体格健壮的金钱豹
和两只幼豹。

“当时是上午 11时左右，
我开车路过的时候，感觉路边的
树林里好像有什么东西，仔细一
看原来是金钱豹，当时心情很激
动，就赶紧停车下去拍了几张照
片，可惜被大豹子发觉了，三只
豹子很快就跑进了树林里。”千
先生向景区人员叙述了发现金
钱豹的经过。

金钱豹属国家一级保护动
物，多生活在原始茂密的林区，
目前在我国河北、山西、河南等

地的山区生活着为数不多的华
北亚种。据了解，这已不是第一
次在云台山景区发现金钱豹的
踪迹，2013年 9月曾在云台山
西区的马头山林区发现过金钱
豹的踪迹。

据景区介绍，发现金钱豹的
地方属于保护林区，并不是游览
区域。景区内重点旅游区域和
路段都已实现监控覆盖，接下来
景区将联合林业部门，加大对茱
萸峰林区的监控和管理，注意对
金钱豹活动规律资料的获取，加
强对这一濒危野生动物的保
护。据专家介绍，豹的性情虽然
残暴，但很少主动攻击人。云台
山景区也特别提醒广大游客，在
山区旅游时遇到大型野生动物
不要靠近，注意自身人身安全，
景区也会加强对游客安全的保
障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