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周青莎

12月8日，入夜后的郑州街头寒意
阵阵。晚上8点，记者跟随郑州市救助
管理站工作人员沿着西三环开始例行
巡查。领队赵志军说：“每年的10月中
旬开始，我们都会开展‘寒冬送温暖’活
动，今年是第六个年头。”

大家边走边密切关注着沿途的情
况，并不时下车查看，一路上都没有发
现流浪乞讨人员。夜深了，气温接近
0℃。在黄河路立交桥附近，忽然看到
一个窝棚，走近却发现没人。赵志军立
刻与金水区救助站联系，通报情况。
将近零点巡查结束时，赵志军拍着车
里为救助对象准备的棉衣棉被说：“今
天又是‘无功而返’，这几年流浪人员
大幅减少，我们的 24小时热线电话也
没以前‘热’了。现在各区救助站也在
巡查，一旦发现有流浪乞讨人员都会
立即安置。”

第二天一早，记者来到位于长江

西路的郑州市救助管理站。在未成
年人区域，游戏室、图书室、电脑室、
心理辅导室等依次排开，每个房间用
不同的颜色和装饰精心布置，墙上挂
着孩子们可爱的画作。冬日的暖阳
透过玻璃窗照进整洁的宿舍，16岁的
小杰正坐在床边玩手机，他说：“在这
儿吃得好睡得好，只是我很想家。”心
理辅导师杨艳霞说：“小杰被领养家
庭抛弃后流落街头心灵受到创伤，我
们在给他做心理辅导，同时抓紧联系
有关部门，争取早日帮他回到亲生父
母身边。”

走进成年人安置区，暖意融融的房
间里同样静悄悄。偌大的两个院子除
了值班人员，只有两名妇女。其中一个
神志不清，即将被送往医院接受检查和
治疗。“如果她愿意回家，救助站会免费
提供车票。”救助站站长谢小卫指着另
一名妇女告诉记者，进站和接受救助都
是以自愿为原则，工作人员会耐心劝说
但不能强制。

“现在站里共有 3个救助对象，入
冬以来，最多的一天进站25人，相比早
些年的几百人少多了。”谢小卫告诉记
者，救助的前提是及时发现，自2013年
起，郑州形成了“政府管牵头、民政管救
助、公安管应急、市政管场所、人社管零
工、卫生管急救、部门管巡查、社区管地
块”的“八位一体”救助管理工作机制，
从市政府到社区（村）“五级联动”实施
救助，流浪人员发现难的问题得到解
决，“郑州救助模式”被民政部点赞，并
在全国推广。

“流浪人员95%来自农村，随着扶
贫工作力度加大，许多困难群众在家乡
得到帮扶，这也是流浪人员连年递减的
一个重要原因。此外，我们救助的同
时，还尽可能开展技能培训，让他们有

一技之长，不至于再次流浪。”谢小卫
说。③7

夜间巡查没有“收获”，救助站里显

得“冷冷清清”，相比之下，记者觉得这

是最好的结果。流浪乞讨人员越来越

少，说明社会保障机制在逐步完善，即

便这些人员一有出现也能得到及时救

助，这不正是我们所期待的吗？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流浪人员中

有精神疾病和智力障碍的占很大比例。

解决这一问题，不仅需要社会的及时救

助和援助，更需要家庭负起应有的监护

爱护责任。因此，请大家用心照顾好有

病的亲人，尽量别让他们跑丢了。③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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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候鸟迁徙来豫系列报道③

□本报记者 陈慧

“大雁一落，就是上千只，野鸭
们在湖面上你追我赶，芦苇荡里猛
一看没动静，其实也藏着不少鸟
儿。”近段时间，候鸟“大部队”陆续
到达汝南县宿鸭湖湿地省级自然保
护区，这让54岁的护林员马德乾欣
喜之余，也多了些许紧张。12月 11
日凌晨 4点多，老马就和同事摸黑
出发了。他们负责的巡逻范围转一
圈要花 2个多小时，回家草草吃个
早饭就又去湖边了。

随着候鸟来河南停留、越冬高
峰的到来，我省主要的鸟类栖息地，
每天都上演着同样的场景。增加巡
逻频次、走村入户宣传、投喂越冬食
物等，各地野生动物保护部门、森林
公安、志愿者都开启了护鸟行动。

目前，政府部门对鸟类的保护
力度，群众对鸟儿的关注程度均可
谓前所未有，更多的人参与到保护
鸟类等野生动物的行动中来，鸟类
保护形势总体趋向好转。

但是，保护过程中也存在一些
好心办坏事的情况。郑州师范学院
动物学教授、河南省野生鸟类观察
学会秘书长李长看说，“过度的‘爱’
反倒会造成伤害，最好的保护就是
营造环境不干扰。”

民以食为天，鸟为食而亡。但
是，令李长看颇为担忧的是，有的地
方大量为鸟儿投食。“鸟儿不是家养
的宠物，人为投食会降低它们在自
然界的竞争能力。投食一旦停止，
这些鸟类可能会面临找不到食物的
困境。”他提醒，一定要防止人为投
食被一些不法分子利用。

每年，宿鸭湖湿地聚集着10万

只以上的大雁，在郑州黄河湿地越
冬的候鸟有百万只左右。据了解，
大雪冰封季节，食物匮乏，两地湿地
工作人员会适当地投放一些玉米，
为鸟儿提供补给，帮助它们越冬，也
防止他们飞到保护区外被不法分子
捕杀。

近来，不断有群众发现并救护
鸟儿的事件见诸媒体，引来叫好声
一片。据介绍，这些鸟儿主要是因
为觅食困难落难，有的是自己撞伤，
或者被弹弓打伤。

“还有一些鸟儿纯粹是被‘误
救’了。”河南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
救护科的邓大军提醒大家，在草丛、
路边看到一些落单停留的鸟，最好
不要急于“出手”，或许是健康的幼
鸟正在练飞，或许是长途飞行后的
鸟儿正在短暂休息，也或许这些鸟
像猫头鹰一样是昼伏夜出型。

邓大军说，如果确是伤病残的
鸟儿，也不要盲目施救，应该联系专
业救治。“有些热心群众用酒精给鸟
儿伤口消毒，非但无益，酒精还会刺
激鸟儿皮肤，不利于伤口愈合。”他
建议，应与当地林业部门或野生动
物救护部门及时取得联系，使鸟儿
迅速获得专业救治，以免造成病情
延误或二次伤害。

爱鸟护鸟，坚持不干扰的原则，
最重要的是为它们提供好的生存环
境，包括水草丰美的湿地、筑巢安家
的森林、安全无虞翱翔的天空等。

在宿鸭湖湿地保护区核心区，汪
洋一片，人进不来，护林员、湿地工作
人员在外围日夜巡逻，鸟儿们在茂盛
的水草间放心嬉戏。“现在都知道鸟儿
金贵还受法律保护，逮鸟的不多了，关
键是要科学保护。”老马说。②9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金字塔、木
乃伊、狮身人面像……提起埃及，总会
让人把它与神秘连在一起。12月8日，
来自意大利都灵埃及博物馆的古埃及
文物跨越千山万水来到中原，“金字塔·
不朽之宫”古埃及文物展在河南博物院
开幕。

据意方策展人保罗介绍，此次展出
235件文物，发掘于底比斯的王后谷、
阿修特地区和盖博拉地区等世界著名
考古遗址。展览分三部分：镶嵌装饰木
匣、香料瓶、头枕、凉鞋及古埃及文字等
文物构成了第一部分“日常生活”，勾勒
出农民、手工艺人、王公贵族的生活状
况；第二部分“神的居所”，通过神庙模
型、各种神和神兽雕像、护身符等揭示
古埃及人的宗教信仰；最后一部分是

“葬礼仪式”，通过各种陵墓、石碑以及
埃及最负盛名的圣甲虫、木乃伊、木乃
伊面具等展示古埃及人的丧葬观念。

展厅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具距今
约2700年的木乃伊。河南博物院社教
部讲解科科长徐楠说，世人眼中的木乃

伊，是好莱坞电影中的神秘鬼怪；可历
史上的木乃伊，却代表着古埃及在医学
上的卓越成就，涉及解剖学、防腐技术、
缝合技术等一系列医学内容。

展览首日可用“爆棚”来形容。距
离开展还有近一小时时间，观众就在展
厅门口排起长龙；从上午11点开展到下
午5点闭馆，客流量一直保持高位状态。

家住附近的刘大爷是一名退休工
人。“我九点半就到了，能在家门口看到
这样高大上的展览，高兴！”刘大爷侃侃
而谈，“埃及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金字
塔之谜、古老的象形文字、神秘的木乃伊
都让人向往。但它是一种断层的文明，
后来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人十分好奇。”

与此同时，展厅门口与古埃及相关
的“文创产品”也在热销。埃及壁画胶
纸、金字塔鼠标垫……吸引了众多观众
围观、购买。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
而丰富。”河南博物院院长马萧林说，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满足人民过上美
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
食粮。今年，河南博物院积极运作将世
界多地的优秀展览引入中原，‘金字塔·
不朽之宫’就是继‘国际陶瓷双年展’‘非
洲面具展’之后的又一重磅展览。”

据悉，该展览将持续至 2018 年 3
月22日，此后将前往山西博物院、辽宁
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
展出。②40

有些“爱”，鸟儿承受不起

235件古埃及文物在我省展出

12月 8日，“金字塔·不朽之宫”古埃及文物展在河南博物院展出，图为具有
3000多年历史的狮头女身雕像。⑨3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救助站里有点“冷清”

寒冬时节问民生④

12 月 11 日，淅川县水
上综合执法大队在丹江口
水库辖区开展日常巡查。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三周
年来，该县不断健全工作制
度，加大水质保护工作力
度，对境内水域实行常态化
巡查，确保一渠清水永续北
送。⑨3 杨冰 杨振辉 摄

常态化巡查
保清水北送

本报讯（记者 王冠星）为切实
维护农民工工伤保险权益，12月 11
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发布《关
于进一步推进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
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
提出缩短工伤认定时限、推进参保
前置等措施，着力解决农民工发生
工伤事故后，工伤认定难、工伤待遇
落实难等突出问题。

《意见》提出，要缩短工伤认定时
限。农民工发生事故伤害的，各级社
会保险行政部门对于事实清楚、权利
义务明确的工伤认定申请，应当及时
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一般自受理之日
起5个工作日内作出。如遇特殊情况
可适当延长，但最长不得超过国务院
《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60天期限。

《意见》明确要求，对于因生产性
事故导致重伤的农民工要“先抢救，后

结账”，各级卫生医疗机构要积极进行
救治，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抢救或治
疗。工伤保险经办机构要与定点医疗
机构协同联动，做好工伤医疗费用联
网结算系统的互联互通，全面推行工
伤医疗费用实时结算，确保农民工发
生工伤时能够及时得到救治，减轻用
人单位和农民工医疗费垫付压力。

为落实“先参保，再开工”的要
求，我省将努力推进农民工工伤保
险参保前置。根据规定，各类建筑
施工项目在办理相关手续、进场施
工前，均应提交按项目参加工伤保
险的证明，作为保证工程安全施工
的具体措施。各行业主管部门要及
时督促各类建筑施工项目落实安全
施工措施，督促未参保的及时补办
参保手续，杜绝“未参保，先开工”

“只施工，不参保”的现象。③7

我省农民工工伤认定提速

12月10日，
光山县泼陂河
镇邬围孜村禾
园合作社社员在
河里放养麻鸭。
近年来，该县积
极发展麻鸭养
殖，逐步实现产业
化经营，年产值达
4亿多元。⑨3
谢万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