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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谭勇）记者11月28日
从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获悉，从日前召开
的中国动物园协会华南虎协调委员会
2016年年会上传来消息，洛阳市华南虎
现存量达30只，连续3年位居全国第一。

华南虎被我国列为极度濒危的十
大物种之一，目前全世界共有 144只。
2014年，洛阳王城公园华南虎拥有量
20只，通过繁育幼虎，2015年达到 26
只，今年则达到30只，华南虎拥有量连
续3年居全国首位。

据洛阳市园林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华南虎幼崽成活率在2006年以前仅为
40%，2009年，洛阳市首次成功繁育华
南虎，实现了华南虎在长江以北地区繁
殖成活的突破。2016年，全世界有7家
单位人工繁育华南虎 23只，其中仅洛
阳就繁育10只。

业内专家表示，洛阳作为全国人工
繁殖华南虎的最北点，对挽救华南虎种
群作出了突出贡献，成为全国濒危动物
保护的一张名片。③6

本报讯（记者 卢松）11月 25日，省
慈善总会“慈善情暖万家”2016慈善暖
冬行启动。活动首站，省慈善总会携手
爱心企业，来到郑州市金水区渠西路环
卫中转站，为郑州市万名环卫工人捐赠
价值60万元的有机奶1万提。

据悉，“慈善情暖万家”2016慈善
暖冬行，是省慈善总会今冬开展的帮

老、助幼、扶困救助活动之一，旨在弘扬
中华民族团结互助、扶贫济困的优良传
统，凝聚社会各界爱心，给部分困难群
众送去一份寒冬中的温暖。省慈善总
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冬季，活动将
陆续在全省各地开展，通过走访慰问、
现场救助等方式，给贫困群众送去慰问
金和棉衣等。③7

2016慈善暖冬行启动

洛阳

华南虎数量连续3年全国第一

本报讯（记者 陈慧）冬季来临，很
多候鸟南下寻找越冬地。11月 28日，
记者从河南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获悉，
一只受伤掉队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大
鸨被封丘县一村民发现，目前已被救护
中心带回治疗。

有“鸟中大熊猫”之称的大鸨在
我国仅有 1200 只左右，是世界濒危
物种。据发现这只大鸨的封丘县应
举 镇 杨 村 村 民 周 秀 介 绍 ，11 月 24
日，这只大鸨在麦田里时飞时落，好
像受伤了，后来落到一堆鸡粪上，两
腿陷了进去，他便把大鸨抱回家暂
时照料。

第二天，河南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

工作人员赶来救护。据救护中心救护
科科长邓大军介绍，初步检查后，他们
发现大鸨直肠脱落并有炎症和局部外
伤，当即对其受伤部位进行冲洗、敷药，
并立即带回救护中心。

记者在救护中心看到，这只大鸨
身长约 40 厘米，体重约 4 公斤，头呈
灰白色，背部被棕色并带有黄褐色或
黑色斑纹的羽毛覆盖，腹部为白色，
两只翅膀为灰白色，飞羽是黑色，煞
是漂亮。

据了解，大鸨虽然个头大，但胆儿
小，不能长期饲养。邓大军告诉记者，
大鸨康复后他们将及时把其放归大自
然。③6

热心群众救助“鸟中大熊猫”

□陈更生 胡敬超 封德 摄影报道

11月27日早晨5点多，西峡县的老五羊肉馆又一次开门迎接
环卫工人。每天这个时间，老五羊肉馆会准时为环卫工人免费提
供“爱心早餐”，从2014年 11月至今，平均每天有60名环卫工人
前来就餐。

说起做爱心早餐的初衷，老五羊肉馆的老板陈合伟说：“环卫
工人太辛苦了，不管酷暑寒冬，他们凌晨三四点钟就要出来工作，
我只是尽自己一点儿微薄之力，为他们做点事儿。”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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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 饭店老板为环卫工人盛汤

右图 吃着暖暖的爱心早餐，环卫工人满脸幸福

本报讯（记者 杨万东）11月 26日
下午，首届河南最具影响力校长颁奖典
礼暨“校长影响力建构与学校内涵发
展”高峰论坛在省人民会堂举行，河南
省实验中学校长马玉霞等10名中小学
校长当选首届河南最具影响力校长并
受到表彰。

河南最具影响力校长评选活动由
河南教育名片组委会等单位举办。该
项评选活动将每五年举办一届。此次
评选活动于 2015 年 5 月启动，幼儿
园、小学、初中、高中基础教育学校校
长均可申报，经各方代表初评、公众微

信投票、专家终评等环节，最终确定了
10名最具影响力校长。

10 位首届河南最具影响力校长
分别是河南省实验中学校长马玉霞、
濮阳市油田第一小学校长马新功、新
安县幼教中心总园长王小丽、河南师
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刘黎、郸城县第
一高中校长刘成章、洛阳市实验小学
校长李青青、漯河市郾城区实验小学
校长陶灿功、安阳市铁西路小学校长
原绿色、安阳市第一中学校长黄艳、
长 垣 县 第 一 中 学 初 中 部 校 长 蔡 瑞
昌。③6

我省首届最具影响力校长评出

视觉新闻

李连峰：播撒爱心与文明

11月 27日，工人在内黄县农业博览园铺设无土栽培管道。该农业博览园
占地面积500亩，总投资5亿元，采用智能化管理系统，对温室内温度、湿度、水
肥自动管理，利用新型无土栽培技术，培育精品蔬菜及花卉，助推当地传统农业
转型升级。⑨7 刘肖坤 摄

□本报记者 童浩麟

今年 46岁、有着 28年党龄的李
连峰是一名退伍军人。从部队复员
后，2011年，在战友的介绍下，李连峰
来到开封，成了京通公司一名出租车
驾驶员。

2013年 12月的一天，天气阴冷，
李连峰开车经过汴京公园门口时，看
到一位在路边等车的老太太在寒风中
瑟瑟发抖。由于腿脚不便，老人上车
有些艰难。通过和老人交谈，李连峰
得知老人已70多岁。抵达目的地后，
李连峰没有收取老人的车费。随后，
一个想法在他脑海中出现：开展爱心
活动，让有需要的老人免费乘车。

2014年春节期间，李连峰和圈内
的好朋友一起自发组织成立了开封第

一个民间爱心车队——“李连峰爱心
车队”，并倡议发起“关爱老人，志愿者
在行动”活动，为单独出行的70岁以
上老人在市区内提供免费乘车服务。
这一倡议得到其他出租车司机的积极
响应，当年就有十余名出租车司机加
入爱心车队，目前已增至50人。

“关爱老人，志愿者在行动”活动
开展以来，爱心车队已免费接送乘客
1800多人次，单是李连峰的出租车就
免费接送乘客上百人次。

“怎么这么多人都叫李连峰，有
男的有女的，你们到底谁是李连峰？”
听到乘客这样问，李连峰和爱心车队
的同伴们都笑了。“在我们大家的努
力下，李连峰已经成了开封出租车的
爱心符号，只要为乘客做好事，都可
以是李连峰。”李连峰说。

李连峰把运营服务当成事业来
做，凭着一颗奉献社会的爱心，投入
了最大的热情。

在李连峰的出租车内，雨伞、速
效救心丸、晕车药、塑料袋和杂志报
纸、儿童玩具等都摆放得整整齐齐，
以备乘客不时之需。几年来，李连峰
送出雨伞 120 余把，还拾到手机 24
部、手提包5个、笔记本电脑两台、照
相机1台，都及时上交或送还失主。

2013年 7月的一天，在开封市殡
仪馆西桥，他看到两位80多岁手捧骨
灰盒的老人，便主动把车子开到老人
面前，搀扶老人上了车，询问后得知
老人已被拒载3次。原来，这两位老
人是想把父母的骨灰转移至开封市北
郊黄河人文纪念园，别的出租车司机
见他们手捧骨灰盒，怕沾上晦气便拒

载。李连峰热情地把他们送到目的
地，又担心他们返回时有困难，在那
里等了1个多小时，并安全把两位老
人送回家。

李连峰的“爱”不仅体现在本职
工作上，更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他经
常为困难群众、贫困儿童捐款、捐
物。5年来，李连峰为他人、为开封文
明城市建设究竟付出了多少，他自己
也说不清。他先后获得“中国好人榜
助人为乐好人”“河南省学雷锋标兵”

“开封市新长征突击手”“开封市文明
市民标兵”“开封市首届十佳最美交
通人”等称号。

11月 28日，面对荣誉，李连峰平
淡地说：“作为一名党员，为人民服务、
为开封市的文明城市建设贡献微薄之
力，是我的责任和应尽的义务。”③6

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11 月
24 日，郑州地铁 11 号线地形图测
绘及地下管线探测项目成果评审
会召开，项目通过验收。这标志
着郑州地铁 11号线进入施工设计
阶段。

郑州地铁 11号线，北端起自 5
号线经开第八大街站，东端止于郑
港六路东部西谢东村，线路全长约
47.08 公里，定位为郑州航空港区
骨干线。

河南省测绘工程院承担郑州地
铁11号线的测绘工作，对地铁沿线
地上共11.773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地
形要素进行测绘，完成了 1∶500比
例尺数字地形图和地下管线图。

据介绍，地铁动工前大量艰
苦细致的测绘工作，目的在于摸
清地上和地下的情况，以便施工
时合理避让建筑物、管线，选择
最佳站点位置，保障施工的安全
和高效。③7

本报讯（记者 董娉）11 月 27
日，记者从郑州轨道公司获悉，郑州
地铁1号线二期工程CBTC（基于通
信的移动闭塞控制系统）已经接入
成功，这标志着地铁1号线二期工程
信号系统实现了ATO（列车自动驾
驶）功能，具备载客试运营条件。

1号线二期工程分东西两段，
东段由3座车站构成，西段由7座车
站构成，中间隔着一期工程的20座
车站。据运营分公司相关工作人员

介绍，“可别小瞧这中间的 20座车
站，它们就像‘天河’一样，阻挡着1
号线二期工程东西段‘牛郎’和‘织
女’的CBTC贯通。”

据悉，为使这对“情侣”能早日“相
见”，今年6月，相关部门成立了“架桥”
接入小组，以方案编制、集中会审、实
操演练、升级实施等步骤稳步推进，保
障了18个人工测试点、74个动车测试
点、3列新车（126车、127车、128车）
ATO模式“零失误”顺利完成。③6

本报讯（记者 董娉）11 月 28
日，记者从郑州铁路局获悉，郑州铁
路局自12月1日起增开郑州至南阳
列车 1对，将改变郑州至南阳间白
天无往返列车的历史。

据了解，此次增开郑州至南阳
普速列车为特快列车，T6551次郑
州始发时间为9:36，南阳终到时间

为13:35；T6552次南阳始发时间为
18：16，郑州终到时间为22:15。届
时，郑州至南阳列车运营时间缩短
至4小时，将更好地方便百姓出行。

温馨提示：具体开行车次、时
刻、停站以车站公告为准，广大旅客
也可通过12306铁路客服电话或网
站查询列车相关信息。③7

百姓出行将更方便
下月起郑州至南阳增开特快列车
时间缩至4小时

11号线完成测绘1号线二期具备试运营条件

郑州地铁

铁路出行

11月28日，郑州市农业路快速通道（涉铁段）主线桥连续梁第一联开
始浇筑 ⑨7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本报讯（记者 李林）11月 25日，记
者从郑州市环保局获悉，鉴于郑州建成
区已全面禁止散煤使用，郑州出台政策
对居民家中的电能替代项目进行补贴，
这对于没有集中供暖的区域无疑是个
利好消息。

据介绍，今年10月，郑州市人民政
府发布了《郑州市散煤治理工作方案》。
其中指出，鼓励实施“电代煤”。对管道
燃气没有覆盖的区域，鼓励居民以电供

热，对使用电代煤的居民放宽阶梯电
价。给予电代煤每户居民采暖季0.2元/
千瓦时补贴，每户最高补贴电量3000千
瓦时，超过补贴定额的，由用户自行承
担。补贴政策及标准暂定三年。另外，
对于这类居民，给予电代煤设备购置补
贴，每户最高不超过3500元。

2017 年，我省将全面推开电能替
代项目建设，力争2020年完成50万户
农村居民生活“煤改电”任务。③4

郑州购电代煤设备
每户最多补贴35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