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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救治的珍稀鸟类有了
一个更好的临时栖息地

河南省野生动物救护中
心院内，由于暂时收养和救治
的动物较多，再加上绿树阴
阴，这里看起来很像一个小型
的动物园。不少鹰隼类、天
鹅、灰鹭、猕猴、梅花鹿暂时生
活在其中。但对于救护中心
的鸟类来说，它们多了一个条
件更好的居住地。

在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内，
总占地面积6000余平方米的
珍鸟苑已经建成，开始对中心
内收治的部分鸟类开放。地
上部分的主体为钢构网状，网
的高度在6米以上，最高处达
到24米。远看，就像一把打
开的大伞，中间高，四周略低。

珍鸟苑的地面部分，基本
模拟野外自然环境。地面被
青草覆盖，中心有竹林、高地、
浅水区、深水区、池塘和溪

流。中心工作人员放了不少
泥鳅在水下，引得珍鸟苑内的
灰鹤、东方白鹳等前来觅食。

在珍鸟苑内，大河报记者
看到了先期入驻的一些鸟类，
包括两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黑鹳、两只大天鹅、两只白鹳、
两只红腹锦鸡，还有数只孔
雀。它们或在树荫下乘凉，或
在草地上踱步，或在浅水区梳
理翅膀。

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主
任李万林说，建设珍鸟苑的主
要目的，一方面是模拟野外自
然环境，这里将作为中心所收
治的国家二级以上保护级别
的鸟类的临时栖息地，为还未
达到放飞条件的它们提供一
个安全、健康、舒适的环境。
另一方面是作为全国林业科
普基地、生态文明教育基地，
供社会公众和学生参观、学习
和体验。

和救助中心的其它地方
相比，珍鸟苑宽敞、通风、透

光，环境明显优于鸟笼和普通
的鸟舍。这里相当于星级“鸟
类之家”，有利于鸟类的健康
恢复，将大大提升省野生动物
救护中心的救治水平。

幼鸟坠巢进入多发期
莫要“好心做了坏事”

随着气温升高，夏天来
到，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也变
得忙碌起来。救护科邓大军
说，仅仅5月份以来，他们共
救护了151只国家保护野生
动物，其中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红隼、雀鹰、纵纹腹小鸮等22
只（接回 16 只，指导救护 6
只）；三有保护动物夜鹭、喜
鹊、刺猬等 116 只（接回 63
只，指导救护53只）。

“每年的五月至七月是鸟
类繁殖时期，很多幼鸟开始学
习捕食和飞翔本领，再加上大
风、雷雨等短时强对流天气多
发，经常会发生幼鸟从树上掉
落地上的事件。”邓大军说，对
于从树上掉落的幼鸟，正确的
处理方式是，在确保幼鸟安全
前提下，将其就近放在附近草
丛或灌木丛内，便于其母亲找
到它们的踪影，尽量不要将周
围活动的成年鸟赶走。遇到
幼鸟受伤的情况，可第一时间
联系野生动物保护部门进行
救治。

被救治的珍稀鸟类住上星级“酒店”
河南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建成珍鸟苑 提醒：看到有鸟坠地莫要“好心办坏事”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瑞朝 文 张琮 摄影

进入夏天以来，河南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变得忙
碌起来，全省各地的社会公众和救助机构送来的鸟类
越来越多。为了让珍稀鸟类有一个更好的救治环境和
临时栖息地，救护中心内的珍鸟苑已正式投入运行。

河南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提醒说，夏季以来幼鸟
坠巢进入多发期，在确保幼鸟安全前提下，最好的方式
是将其就近放在附近草丛或灌木丛内，便于成鸟找到
它们的踪影。一旦发现受伤或生病等急需救治的鸟
类，可与各地的动物救助机构联系。

一旦发现受伤或生病等
急需救治的鸟类，民众可以及
时拨打河南省林业局公布的
15家野生动物收容救护机构
的联系电话。

河南省野生动物救护中
心 0371-65592536；郑州市人
民 公 园 鸟 类 生 态 园
0371-60935120；开封市野生
动物保护站 0371-23898719；

洛阳市周山森林公园野生动
物救助站 0379-64312636；安
阳市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站
0372-2163393；新乡市野生动
物救护中心 0373-2852099；
焦作市野生动植物保护救护
站 0391-2946170；焦作市森
林公园（焦作森林动物园）
0391-8766710；濮阳市绿色庄
园动物园 0393-6634566；漯

河 市 野 生 动 物 救 护 中 心
0395-2123237；三门峡市人民
公园 0398-2851855；南阳市
野 生 动 物 救 护 中 心
0377-61699288；商丘市人民
公园动物园 0370-2833616；
信阳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
0376-3577339；济源市蟒河林
场 野 生 动 物 救 护 中 心
0391-6915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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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亩垃圾场 让人触目惊心》新闻追踪：

已对饮用水取样
将进行化验检测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吕高见

本报讯 新郑市薛店镇
包嶂山村南侧存在一个20
多亩露天垃圾场，内有各种
垃圾。垃圾场周围蚊虫乱
飞，恶臭难闻，严重影响附近
村民生活环境。村民们称，
他们吃的饮用水浑浊，上面
白乎乎一层，怀疑受到了污
染。随后，薛店镇对垃圾进
行覆盖和降尘处理。（大河报
5月25日、5月28日两次进
行报道）。5月29日，此事有
了新进展。新郑市卫健委派
卫生防疫部门工作人员来到
包嶂山村，对村民喝的饮用
水取样，将进行化验检测。

5月29日上午，大河报
记者再次来到薛店镇包嶂山
村露天垃圾场探访时发现，
进入垃圾场的南北两个路
口，已被铲车堆起来的黄土
堵死，车辆无法通行。

记者探访露天垃圾场时
看到，连绵起伏的“垃圾山”
仍有大量垃圾没有覆盖防尘
网。走访发现，东西方向的
垃圾带，东侧坡上盖的有防
尘网，而背面看不到的地方
就没有，以及几百米处的西
侧低洼处也有没覆盖的，大
量垃圾裸露在外，触目惊心。

有村民提出质疑，镇政
府是在搞表面文章，难道看
不到的地方，垃圾就不覆盖
了吗？“一碰到刮风天气，垃
圾还是到处飞，现在各级都
在查环保，而此处仍在顶风

作案。”
对此，薛店镇大气办相

关负责人范主任称，防尘网
是巡防队员盖的，只是一小
部分没有覆盖而已。那一块
沟较深，比较危险，担心踩空
发生危险，所以才没有覆
盖。对于没有覆盖原因，可
能是风吹下来了，“风吹下
来，怎么下面没有防尘网？”
记者询问，范主任又解释，不
行再找人进行覆盖。

当天上午，新郑市环保
局一名工作人员在受访时表
示，他们5月28日已经通过
市攻坚办，给卫健委下达了
督办函，要求马上对该地区
的饮用水进行取样检测。随
后，转发过来一张督办函照
片，下面盖有红色公章。

记者又联系到了新郑市
卫健委，一名工作人员称，已
派人到现场对包嶂山村饮用
水进行取样。记者通过多方
辗转努力，最终联系上了到
现场取样的工作人员。

当天中午，记者和新郑
市卫健委防疫部门两名工作
人员，在薛店镇大气办一名
工作人员带领下，一起对包
嶂山村饮用水，分3个地方
分别进行取样。

“一共取了3个样本，多
久出结果还不清楚。”现场防
疫部门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这具体还要问实验室化
验部门工作人员。

1.近一周时间过去了，垃圾
清理方案咋还没出台？

该事件经大河报曝光
后，当地镇政府回应说，下一
步将清理垃圾。可是，如今
近一周过去了，具体方案为
何仍没出台？

薛店镇大气办范主任在
受访时表示，清理方案还没
有，目前和环卫所、执法局正
在沟通，对于多久出台，其称
尽快吧。因为生活垃圾简单
找个地方处理，也是污染。

“最好找一个没有遗留问题
的办法，再催一下。”

对于范主任的回复，却
遭到村民们质疑，一个方案，
出台咋就那么难？

2.镇里回复称有洒水车降低
扬尘污染，为啥现场未见车
辆？

当天上午，记者探访时，
现场等候的半个小时，未发
现有洒水车。而附近村民
称，很少见到洒水车，路堵上
了车更不来了。

到底多久洒一次水？范
主任告诉记者，一天洒水七
八次，车辆都安排到村大队
那里了。“路都堵上了，怎么
进入洒水？”

范主任称，应该有洒水
的小车，记者表示，小轿车都
无法通行时，其又解释，洒水
的时候，村里再想办法，“每
次洒水铲开堆的土，再进
去”。

追问

鸟儿在珍鸟苑里悠闲地散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