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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看，
“猴哥”跳到了咱窗户上
野生猕猴跑进平原农村 专业人员两次麻醉将其生擒
□记者 于扬 实习生 王慧星 通讯员 岳超 文图

本报周口讯 全境没有山脉的周
口市是典型的平原地带，然而 11 月 13
日上午，这里一个偏远小村内却跑来
一只野生猕猴。猕猴性情凶悍，吓坏
了不少村民。随后，当地森林公安和
动物园工作人员一起，连续两次使用
麻醉剂，最终将猕猴生擒。目前，这只
野生猕猴被带到了周口市动物园，在
那里暂时安家。
13 日下午 1 时许，大河报记者接
到太康县独塘乡小毛堂村几名村民电
话后，立即赶到该村西北角的一户人
家里，这时，现场已拉起了警戒线，村
民正聚集在路边议论纷纷。
“这猴子一见人就想咬，吓坏人
了。”目击者胡金萍说，她正在院子内
洗衣服，突然听到大路上有人吆喝“快
看，
树上有一只野猴子”。
循着声音，她抬头看到紧挨自家
平房的一棵大杨树上，一只野猴正在
树梢上蹦跳。随后，在村民的喊叫声
中 ，猴 子 从 树 上 跳 到 了 她 家 的 平 房
上。
看到猴子瞪着眼瞅自己，胡金萍
吓得扔下衣服跑出了院子。
太康县森林公安分局民警接警赶
到现场，立即对围观群众进行劝离，同
时在现场拉起了一道警戒线，以防有
人靠近。经过观察，民警发现猴子情
绪激动且攻击意识较强。
为防止猴子逃脱和伤人，该县森
林公安分局局长张峰叫民警买来香蕉
和苹果，将猴子诱进院子内的洗澡间

猴子跳到村民家的窗户上

里，
然后关闭房门，
派专人看护。
“猕猴脖子上没有用绳子拴过的痕
迹，所以，我们初步判断这是一只失踪
的野生猕猴。
”
张峰说。
当天下午 3 时许，周口市动物园
工作人员宁小军带人赶到了现场。他
戴上一双皮手套，和另一名工作人员
试图接近这只猕猴，但猕猴一看到他
靠近，
就立即暴躁起来。
由于野生猕猴是国家二级保护动
物，强制抓捕可能会对猕猴造成伤害，
经商议后，大家决定采取麻醉方式对
其进行捕捉。
经过谨慎配药后，两支麻醉针被
装进了两根不锈钢管子内。拿着装有
麻醉针的钢管，宁小军走进洗澡间，对
准趴在窗户上的猕猴猛地一吹，麻醉
针成功射入猕猴体内。但是，由于这
只猕猴体型较大，第一针麻醉药在其
身上几乎没起到什么作用。随后，宁
小军又用同样方法将第二支麻醉针射
入猕猴体内。10 余分钟后，猕猴终于
平静了下来，
一动不动地趴在地上。
宁小军和民警迅速上前将猕猴装
进铁笼内，抬到车上运往周口市动物
园。
昨日上午 10 时许，大河报记者再
次与宁小军取得联系，他告诉记者，经
过全面检查，猕猴身体良好，接下来，
动物园将根据猕猴的生理特点和生活
习性进行专业饲养。
目前，太康县森林公安分局民警
正对这只野生猕猴的来历进行调查。

儿子离家 9 年未归 绝症母亲盼团聚

孩子，妈妈好想见你最后一面

百名外国学子
漯河感受汉字文化
□首席记者 刘广超 实习生 康飞
本报漯河讯 来自瑞典、印度、韩国、
日本等 26 个国家的近百名北京语言大学
留学生，前日下午来到“中国汉字文化名
城”漯河市进行语言学习、社会实践、文化
考察活动，感受源远流长的汉字文化和许
学之美。
前晚 7 时 30 分，
民乐合奏《牧羊曲》
《花
好月圆》拉开了北京语言大学外国留学生
漯河行文艺联欢晚会的序幕。记者在现场
看到，外国留学生和漯河本土演员轮番上
演歌曲、
戏曲、
舞蹈、
拳术等精彩节目。
昨日上午 9 时许，留学生们来到漯河
市许慎文化园。在 80 米长的汉字大道
前，讲解员向留学生介绍了中国汉字的发
展史，80 米寓意着汉字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八千年前。汉字大道由南向北依次镌刻
远古符号、甲骨文、金文、简帛文、篆书、隶
书、楷书、行书、草书和 3000 个常用汉字。
在说文馆前，解说员向留学生们讲解
了许慎的生平，以及《说文解字》的由来。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河南漯河，也是第一
次了解到许慎。”来自法国的留学生路易
对记者说，他对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充满
敬意，所以就在国内大学选择学习汉语。
这次来到许慎文化园后，深感许慎的《说
文解字》更是中国汉字文化的精髓，更加
坚定了今后继续深入学习汉语文化的信
心。
昨日下午，百余名外国留学生分成三
批，分别来到漯河市许慎小学、第二实验
小学和受降路小学参观交流。下午 3 点
30 分，记者在许慎小学看到，在学校老师
的带领下，留学生们饶有兴致地参观了学
校古筝、管乐、美术、绘画、戏曲等特色班
级，
现场观看了孩子们的才艺展示。

□记者 李岚 文图

孟桂兰的手中，一直拿着儿子马欢的一张两寸照片。

本报讯 9 年前，20 岁的马欢给家
人留下一个字条便悄悄离家出走，家人
随后打他的手机却已经关机。后来，家
人收到了他的一个包裹，按照包裹上的
手机号打过去，却被告知是空号。6 年
前，其父马云生因思子忧伤过度，不幸
患上肝坏死。2 年前，其母孟桂兰被诊
断出子宫内膜癌，
现在生命危在旦夕。
13 日上午 9 时许，记者来到了郑州
市北三环南阳寨村的西湖花园小区，在
村民的带领下，找到了住在 25 号楼上
的孟桂兰家。
“医院说，我身体里的癌细胞已经
大面积扩散，无法再手术了。半个月
前，我就让家人办了出院手续。”62 岁的

孟桂兰长期做化疗，头发已经脱落，说
起话来，气息十分微弱。她的手中，一
直拿着儿子马欢的一张两寸照片。
“俺这孩儿性格太内向，有啥事从
不跟大人沟通，这都走了 9 年多了，连个
电话也不往家里打，我和他爸天天想
他，背地里不知道哭了多少回。”孟桂兰
看着儿子的照片说。
据介绍，马欢 18 岁那年技校毕业
后，便开始打工挣钱。2008 年 9 月的一
天，夫妻俩晚上回家时，发现儿子没回
来，打电话没人接。一直等到第二天早
上，也不见儿子的踪影。感觉不对劲的
孟桂兰到儿子房间查看，很快在枕头下
面发现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
“爸爸妈

妈，我想出去历练历练，不要找我，过节
我会往家里打电话的。”家人随后多次
拨打马欢的手机，但已经关机。再后
来，
就成了空号。
2010 年春节前，夫妻俩没有等回
儿子，只是收到了儿子寄回的一个包
裹。
2010 年 5 月 1 日放假期间，马云生
根据包裹上的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新塘
路 37 号”前去寻找，可到了那里才发
现，该地址并不存在。当地派出所民警
帮忙查询，发现 2008 年 11 月份，马欢
曾在当地火车站附近的新桥宾馆用身
份证登记住过店。马云生找到宾馆查
找，
哪里还有儿子的踪影。
2011 年冬天，因思子心切，过度忧
伤的马云生被检查出肝坏死。手术前，
担心自己会出现不测的马云生，曾发动
亲朋好友通过网络和各种渠道帮他寻
找儿子，但却没有任何线索。幸运的
是，手术很成功，意志顽强的他终于躲
过一劫。
然而，两年前，孟桂兰又被诊断出
子宫内膜癌。经过手术治疗和化疗，病
情暂时得以稳定。不料，两个月前，感
到身体不适的孟桂兰再次去医院检查
时，医生发现她的癌细胞已经大量扩
散，无法再手术。如今，生命垂危的她
已经不能吃饭喝水，只是靠输液维持着
生命。
她说，这些年因想念儿子，眼泪都
快哭干了。
读者朋友，如果你知道马欢的下
落，请拨打本报新闻热线 0371—96211
告诉我们。

300 辆冒牌捷安特
被举报查扣
每辆售价最多 120 元
□记者 李岚 通讯员 赵正银
本报讯 在“三无”自行车的车身印
上名牌商标后，便冒充名牌自行车对外高
价出售。11 月 14 日上午 9 时，郑州市二
七区工商管理和质量技术监督局侯寨工
商质监所接群众举报，在郑州市侯寨街上
一家托运部里，存放着一批从天津发到郑
州的假冒捷安特自行车。
上午 10 时，执法人员来到了位于侯
寨街上一家托运部仓库。进去一看，仓库
里果然存放着大批标有捷安特注册商标
图案的自行车。经仔细检查发现，这些自
行车，除了斜梁上印有“捷安特”商标标识
外，包装箱和车上均没有厂名、厂址和生
产日期。经捷安特厂方打假人员现场鉴
定，该批自行车属商标侵权产品，每辆车
在市场上的售价最多 120 元，却被商家打
上名牌商标高价出售。
工商执法人员从托运部里查到了收
货人的电话，打通后，对方承认是这些自
行车的货主陈某，他在电话里要求与工商
执法人员私了。当执法人员要求陈某到
现场接受处理时，对方挂断了电话。直到
中午，
陈某也没出现。
执法人员经过现场清点，发现仓库中
存放的假冒自行车有 300 辆，随即依法将
这些自行车全部查扣。目前，执法人员正
在查找货主陈某的下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