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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曹萍

又到了流感高发季节，老人、孩子更
容易“中招”，很多医院的呼吸科就诊人
数大幅增加。今年冬天的流感疫情形势
如何，如何正确分辨普通感冒和流感，如
何有效进行预防，12月 18日，记者就此
采访了相关专家。

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信息显示，近
期，我国南北方省份流感活动水平仍然较
低，但总体呈持续上升趋势，流感疫情属
于正常范围的季节性波动。流感是由流
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较普通
感冒起病急、发展快。“感染流感体温上升
较快，可突然升至39摄氏度至40摄氏度，
同时伴随头痛、全身无力、肌肉酸痛、喉咙
疼痛等症状，感染乙型流感的儿童会出现
腹泻、呕吐、腹痛等消化道症状，少数流感
患者会出现肺炎等并发症可发展至重症
流感；而普通感冒体温一般是缓慢上升，
起病温和。”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
科五病区主任程哲介绍，流感主要的传播
途径是近距离飞沫传播和间接接触传播。

“儿童、老年人、孕妇和患有哮喘、糖
尿病、心脏病等慢性病的人是容易感染
流感的人群，而且患病后引起严重并发
症的风险也较高，要加强防范。”程哲
说。预防流感要从良好的生活方式做
起。“勤洗手，避免到人群聚集的公共场
所；家里出现流感病人后，要注意隔离；
到医院就诊也要做好防护，避免交叉感
染。”程哲提醒说。

很多人存在一个认识误区，一感冒
就要吃点抗菌素，觉得会好得快，其实这
对于流感是没有任何作用的。“流感、普
通感冒都是由病毒感染引起的，所以服
用抗菌素是没有效果的。切记不可同时
服用多种治疗感冒药物，避免造成超过
合理药物剂量，带来不良反应。”河南省
儿童医院呼吸科主任沈照波提醒。③5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12月 19
日，记者从郑州交警部门获悉，“智
慧斑马线”已亮相郑州市紫荆山立
交桥一层。“智慧斑马线”系统由
LED 发光地砖和立式信号灯箱组
成，可通过声、光、电、影技术警示行
人过马路走人行道，还可自动抓拍
行人闯红灯，并予以曝光。据悉，该
系统是我省首条“智慧斑马线”。

当日上午，记者在紫荆山立交
桥一层金水路路口看到，斑马线两
侧和路口机动车道停车线处分别铺
有可发光的地砖。斑马线起始两侧
分别设立了一个立式信号灯箱，如
果出现行人闯红灯行为，整个违法
过程将被信号灯箱顶部的高清摄像
头自动抓拍，违法者照片将会当场
曝光在灯箱LED显示屏上。

“随着路口信号灯的变化，斑马
线两侧可发光的地砖灯光带呈现出
红绿两种色彩，绿灯时，发光地砖显
示为闪烁的绿色；红灯时，发光地砖
则显示为闪烁的红色，使人行道显
得格外醒目。发光斑马线在夜间效
果最为明显，每天晚上6点开启，到
次日早上6点自动关闭。”郑州交警
一大队六中队中队长张福志说。

郑州市交警支队有关负责人表
示，“智慧斑马线”未来还将在市区
一些人流量较大的路段安装。③6

本报讯（记者 孙欣 实习生 祁
思元）12月19日，记者从省司法厅获
悉，省委政法委、省高级人民法院、省
司法厅、省民政厅、省财政厅、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6部门联合印
发《关于加强人民调解队伍建设的实
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今
后，百姓的“和事佬”将更专业了。

老百姓过日子，免不了磕磕碰
碰；邻里街坊间，少不了矛盾纠纷。
目前我省有人民调解员 14.9万人，
他们扎根基层，被老百姓亲切地称
为“和事佬”。《实施意见》对人民调
解员选任、队伍管理、工作保障等方
面，提出了目标任务。

人员选任方面，注重从德高望
重的人士中选聘基层人民调解员，
注重选聘律师、医生、教师、专家学
者等社会专业人士和退休法官、检
察官、民警以及相关行业主管部门
退休人员担任人民调解员。

队伍管理方面，要求采取政府
购买服务的方式，为行业性、专业性
人民调解委员会配备3名以上专职
人民调解员，乡镇（街道）人民调解
委员会配备2名以上专职人民调解
员，村（居）人民调解委员会配备 1
名以上专职人民调解员。

工作保障方面，要求市、县财政
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财力
状况，适当安排补贴经费。③6

本报讯（记者 陈慧）摄影爱好
者、鸟类爱好者有福了。记者 12月
19 日从长垣县农林畜牧局获悉，从
11月中旬开始，大批南迁候鸟相继
飞临长垣县黄河湿地，赶赴一年一度
的越冬盛会。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野
生动物大鸨已经监测到近300只，约
占全国的1/3。

长垣县农林畜牧局野生动植物保
护科科长李志卫说，长垣黄河湿地位
于我国三大候鸟迁徙通道的中线通
道，每年的迁徙季都会有大量候鸟在
此停歇、暂住、越冬，近几年来数量快
速增长。截至目前，工作人员已经观
测到10多万只越冬候鸟，主要有大鸨、
灰鹤、天鹅、大雁等。

长垣县在大鸨、灰鹤等集中越冬
的地方安装了监控。12月 18日拍摄
的监控视频中，鸟儿们大量聚集，各自
成群，互不相扰。距镜头最近的是有

“鸟中大熊猫”之称的大鸨，远一点的
是灰鹤，最远的也是最密集的是雁
群。它们或专心觅食，或闲庭信步，或
振翅鸣叫，或追逐嬉闹，给大自然带来
满满的灵动和朝气。

为保护这些可爱的生灵，林业保
护部门、森林公安、志愿者联合出手，
驱逐盗猎分子，捡拾毒饵，救护伤病
鸟类。③5

□本报记者 陈慧

一周多前，一只白天鹅孤零零地
出现在郑州市惠济区天河路与大河
路交叉口附近的索须河内，迟迟没有
飞离的意思。出于担心，有好心群众
12月 17日报了警。郑州市森林公安
局第三派出所的民警赶来后，尝试驱
赶它，这只白天鹅扑腾着翅膀在河中
打转，却飞不起来。

民警向郑州市林业局野生动物
救护站站长董朝伟求助。根据现场
图片，董朝伟猜测是只白天鹅。白天

鹅是群居鸟类，一直停留很可能是受
了重伤。

救护心切，救护站却没有水上救
援设备。董朝伟想到了郑州市红十
字水上义务救援队。情形一讲，救援
队长牛振西欣然答应。

很快，牛振西等人上了冲锋舟，
缓慢地靠近白天鹅。受到惊扰的白
天鹅加快游动频率，救援人员抓住时
机，用抄网将白天鹅罩住。

白天鹅被抱上岸后，董朝伟随即
为它“体检”。这是一只雄性成年白
天鹅，左右翅膀下方均有伤，右眼瞳

孔比左眼小，疑似失明。“应该是飞行
中误撞上了障碍物。”董朝伟说。

白天鹅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属于候鸟。每年有数以万计
的白天鹅到三门峡越冬，近年来，也
有不少白天鹅成群结队在我省济源、
长垣等地留下倩影。董朝伟说，这只
白天鹅独自出现本身就有问题，幸亏
群众及时报警，要不然它就是不饿
死，也会伤口感染而死。

12月 19日，记者获悉，这只白天
鹅正在治疗中。如果恢复良好的话，
救护站将尽快把它放归大自然。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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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红灯者的照片当场曝光在灯
箱LED显示屏上。②39 孙凯 摄

12 月 19 日，郑州市传来好消
息，根据新出台的《郑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的实施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符合条件
的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每台可获得
最高15万元补贴。

《意见》指出，既有住宅加装电
梯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市内五区
已建成投入使用、具有合法权属证
明；既有住宅需地面四层及以上，且
加装电梯在原产权建设红线范围
内。对于单梯为单一产权的住宅、
别墅及已列入房屋征收改造计划的
住宅，不适用这一《意见》规定。

《意见》明确，既有住宅加装电
梯以栋（单元）为单位进行，应经本
栋（单元）房屋专有部分占本栋（单
元）建筑物总面积三分之二以上的
业主且占总人数三分之二以上的业
主同意，并签订加装电梯协议。拟
占用业主专有部分的，还应征得该
专有部分的业主同意。

加装电梯钱从哪里来？《意见》明
确，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所需资金及运
行使用、维护管理资金，以房屋所有
权人自筹为主，财政补贴为辅，鼓励
单位和社会其他资金积极参与。

根据《意见》，老旧小区加装电
梯，资金主要渠道是业主共同出资，
即由加装电梯业主按照“谁受益、谁
出资”以及所在楼层受益大小等因
素，协商确定分摊比例，共同出资。
可以使用住房公积金，既有住宅加
装的电梯取得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
理部门核发的使用登记证后，业主
可以申请提取使用本人及配偶或其
子女名下的住房公积金（仅限提取
需个人分摊部分的金额）。此外，还
可以使用维修资金，经专有部分占
建筑物总面积三分之二以上业主且
占总人数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同
意，可以申请使用业主分账户中的
维修资金，使用后的分户账面余额
不应低于应当归集额度的30%。

《意见》明确，对市内五区自本
文件实施之日前办理完成房屋产权
证或不动产权证的四层及以上的非
单一产权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按照加
装电梯购置及施工安装等总费用的
25%（市 、区 财 政 各 承 担 补 贴 的
50%），且最高不超过 15万元/台予
以补贴。补贴的具体程序和申领办
法将由郑州市财政局另行制定。

一位业内人士给记者算了一笔
账，如果按照杭州加装电梯的标准，加
装一部电梯需要60万元左右。如果
纯靠业主自筹，费用明显偏高。而对
此，《意见》也明确提出，按照加装电梯
购置及施工安装等总费用的25%(市、
区财政各承担补贴的50%)，且最高不
超过15万元/台予以补贴。

那么，这些补贴应该如何分配?
是均摊，还是按照加装电梯后不同
楼层的增值系数进行分配?从杭州
等地的经验以及郑州部分加装电梯
小区的情况来看，一个老旧小区加
装电梯后，整栋楼的品质将得到提
升，房价会出现不同程度上涨。而
其中，顶楼房价涨得最多。

郑州一位业内人士说，政府相
关部门应该对加装电梯后的楼房增
值进行估算，按照不同的增值系数

进行补偿。在此基础上，一个
楼栋的业主再进行协商分配。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加装电梯
后，一楼、二楼的增值空间较
小，甚至是不增值，在补偿方面
需要予以必要的倾斜。③5

郑州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每台最高可获财政补贴15万元，后续问题仍待解决——

如何让“高”“低”都满意？

郑州市区的既有建筑中，老旧
小区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老旧小
区都是有一定年头的建筑，一旦外
立面加装电梯后，建筑的主体结构
也随之发生变化。许多人有顾虑：
大风、雷电天气下是否安全，在遭
受意外撞击情况下，是否仍能保证
安全?

对此，郑州市建委设计处相关人
士表示，《意见》里对加装电梯提出了
安全要求。申请人委托具有相应资
质的设计单位编制符合建筑设计、结
构安全、消防安全、电气安全、环境保
护、防雷和特种设备等相关规范、标
准的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方案。

郑州市电梯商会会长辛建国
说，电梯应作为一个独立体去建设，
与楼栋之间是软连接，这样才能最
大限度保证既有建筑的主体结构不
发生变化。但如果电梯作为楼栋的
依附体去建设，成本可能比前者要
低得多，但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对此，业内人士建议政府相关部门
应该加强监管，确保电梯设计、安
装、运行的安全性。

不少市民反映，加装电梯确实
方便了老人、孩子上下楼，但一楼、
二楼的居民很少能享受到福利。一
个楼栋的居民兑钱给一少部分人装
电梯，这是否合理呢?

记者注意到，此次《意见》有相
关规定。业主需要共同出资，由加
装电梯业主按照“谁受益、谁出资”
以及所在楼层受益大小等因素，协
商确定分摊比例，共同出资。

靠业主自己协商，真的能顺利
解决这个问题吗?如果有业主态度
强硬不配合，又应该怎么办呢?辛建
国建议说，政府应该出台更详细的
指导标准，按照不同楼层业主受益
的多少，来核算各个楼层应该分摊
的资金。如果标准不统一，仅靠业
主们自行协商，很
难做到分摊公平。

加装电梯后
咋保证楼栋安全?

不同楼层业主
各掏多少钱?

政府补贴能否
向低层住户倾斜？

□本报记者 杨凌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瑞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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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南迁候鸟相继飞临长垣县黄河湿地，赶赴一年一度的越冬盛会。②26 王永昌 摄

监控视频中的候鸟②26 长垣
县农林畜牧局 供图

12 月 12 日，由安阳学院主办的“水
墨聚焦·安阳学院甲骨文书法艺术展”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摩洛哥人工智能论坛
上开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奥德
蕾·阿祖莱，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执行
主席龙宇翔，安阳学院党委书记、校长
贺海鹏，安阳学院党委副书记赵吉，安
阳学院甲骨文艺术研究中心名誉主席
魏峰，安阳学院美术学院院长、甲骨文
艺术研究中心主席张道森以及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 190 多个成员国官员、驻摩洛
哥各国大使、中外艺术家等出席开幕式和
展览活动。

依托古都安阳特有的殷商文化资源，
安阳学院强化特色办学，于2017年 12月
成立了以“殷商历史文化工程”为核心的

“甲骨文艺术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

心”）。“中心”是依托安阳学院美术学院进
行管理和运行的一所学术机构，成员以该
校美术学院专职教师与客座教授为主，邀
请国内外甲骨文艺术家和甲骨文学者共
同参与组建。“中心”宗旨是宏扬民族艺
术，增进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甲骨文艺术
的认知与理解，为甲骨文艺术发展创造进
行深入的理论研究。此外，学校还把学术
与教学相结合，经常举办有关甲骨文艺术
的活动，例如书法、雕塑、艺术设计、动漫，
美术教育、音乐、舞蹈、戏剧、综合表演、理
论研究等，引领师生进行艺术文化创作。

“中心”自成立以来，在甲骨文研究、
人才培养、学术交流等方面颇有建树。其
中最具特色的甲骨文书法艺术，成果显
著：举办首届安阳学院甲骨文艺术高研
班，申报了国家艺术基金项目，出版《甲骨

文对联》等著作十余部，公开发表甲骨文
研究论文 50余篇，甲骨文书法及艺术创
意作品多次参加展览并获奖。张道森表
示，他们将始终致力于甲骨文艺术的开
发，依托项目运作及相关课题的联合攻
关，争取在甲骨文艺术研究领域取得突破
性进展，为推动中国文化建设和学术发展
作出贡献。

与此同时，为确保“甲骨文”这门“冷”
学科有人做，有传承，甲骨文艺术研究中
心一方面计划申报“甲骨文艺术人才培
养”省级及国家级项目，培养部分专门人
才，确保甲骨文更好地传承与发展；另一
方面积极响应教育部关于《高校科技创新
服务“一带一路”倡议行动计划》，推进与
国际合作交流，发挥教育合作在推进“一
带一路”建设中的关键作用，开展国际合

作项目，协同创新，互学互鉴、互利共赢。
下一阶段，甲骨文艺术研究中心计划推动

“‘一带一路’中国甲骨文书法艺术国际巡
展”在沿线国家开展国内外展览多次，此
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摩洛哥人工智能论
坛“水墨聚焦·安阳学院甲骨文书法艺术
展”仅是第一站。

“甲骨文艺术研究中心还计划通过各
种措施，统筹各方面资源力量，以较高文
化内涵和艺术高度的甲骨文作品传播中
国文化，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如
与沿线国家共同开办‘甲骨文艺术学校’、
培训中心、研究基地等，探索人才联合培
养的多种模式，以对外交往平台、人文交
流平台为基础加快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
打造中国‘一带一路’教育国际合作新高
地。”贺海鹏说。 （姚林茹）

安阳学院：甲骨文艺术登上国际大舞台

与会嘉宾合影留念 安阳学院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