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学生掏鸟 16 只卖千余元获刑 10 年半引网友热议——

逮小动物摊上大事 不是一个人的悲剧
□本报记者 黄岱昕 实习生 魏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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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好大夫留村得有好待遇
大河网网友“繁花半里”：河南这次出台的

意见，提高了乡村医生的收入，为他们提供了免
费培训学习的机会，使他们的养老也更有保障
了。要给这个政策点个赞，留住乡村医生不能
只靠讲奉献，有了好的待遇，才能让好大夫留在
村里！

@45 岁幸福天使：村 医 ，不 能 缺 少 的 群
体 ！ 必 须 拿 出 具 体 方 案 来 解 决 村 医 待 遇 ，让
村医能与现实社会发展合拍！村医应该和教
师、公务员一样对待！看看现在农村的现状，
那么多老人和孩子需要照顾，提高村医待遇不
能再唱高调了！

到村医那儿看病更放心了
大河网网友“雨点叮咚”：现在农村的条件跟

以前比，已经好太多了。但是看病难的问题依然
突出，要让政策倾斜，让年轻医生扎根基层，更好
地为乡亲们服务。赤脚医生变成“正规军”，老百
姓到村医那儿看病才更放心。

@天堂小鱼：其实我不太喜欢“村医”这个名
字，以后城乡的差别越来越小，应该都叫做“基层
全科医生”或“社区全科医生”。村医持证上岗，

同时与薪酬挂钩，对边远地区全科医生培养正规
化是好事，这个政策的出台，说明河南在医疗卫
生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农村需要高水平的村医
@乘访卉如宝 0811：以后看病不用大老远

去城里了，卫生所就能解决平时的小病，这是实
实在在的惠民工程。提高了学历要求，增加了培
训机会，有助于提升村医的医术，广袤的农村太
需要一支高水平的村医队伍了。

@秋平有梦想：老家有些躺在床上的病人，
要看个小毛病真的很困难。如果医院可以派出
一部分医生值班下乡看病就好了，给病人建立一
份长期病历，方便查询。

政策有保障 乡村医生底气足
“对我们村医而言，政府出台的这个政策不

赖！”12 月 1 日，三门峡陕县宫前乡韩川村卫生
室乡村医生马云飞难掩激动地告诉记者，“两天
来，我已经把政策研究好几遍了！”

马云飞，15 岁时失去右臂后，自强不息，以一
只左臂练就了不弱于常人的医技。他扎根深山
区，给病人开出的最大药方也不过 20 元。2013
年 1 月获评中央电视台“最美乡村医生”称号。

“目前村卫生室承担了 40%的公共卫生服务
任务，这个比例今后要增加到 50%，意味着对村
医的补助力度更大了。”马云飞说，“另外，今后乡
镇卫生院空编时可以优先聘用乡村医生，我是大
专毕业，很有希望入围。”

“好事儿，好事儿！雪地里站着都不冷了。”
许昌市鄢陵县漆井村卫生室乡村医生马占彪说，

“政策明确，心里有底儿。”
马占彪，今年 35 岁，属于乡村医生队伍中

的 中 青 年 群 体 ，他 说 自 己 最 需 要 的 就 是“ 充
电”。1997 年刚参加工作时，他在县级医院神经
内科进修了一年半，期间每个月需要给医院交
120 元钱，后来由于资金困难，不再进修。现在
新政策对乡村医生定期培训、脱产进修所需资
金 都 提 供 了 保 障 。“ 我 会 积 极 申 请 学 习 机 会
的！”马占彪说。

据河南省卫生计生委农卫处工作人员李春霖介
绍，截至目前，河南全省共有村卫生室 58062所，注
册乡村医生 159014 人，其中具有执业（助理）医师
资格18445人，每千农业人口有乡村医生1.92人。

“这次《实施意见》是在《国办意见》基础上，
结合河南农村卫生实际，针对乡村医生队伍面临
的现实问题，落实和完善乡村医生补偿、养老和
培养培训政策，为乡村医生搭建‘留得住、能发
展、有保障’的舞台。”李春霖告诉记者。

赤脚医生有鞋穿 百姓看病更方便
□本报记者 张培君 尚国傲

他们 24小时随时待命,他们是广大

农民的健康“守护神”——乡村医生，也

曾被称为“赤脚医生”，这一处于中国医

疗最基层的群体一直备受关注。

村卫生室承担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任务增至 50%，乡镇卫生院空编时优先

聘用乡村医生，实施面向村卫生室的 3

年制高职、高专免费医学生培养……

11 月 30日，记者从河南省卫生计生委

获悉，河南省出台《关于切实加强乡村

医生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

《实施意见》），用“组合拳”的形式，给河

南村医执业加了一层保险。“赤脚医生”

有“鞋”穿，百姓看病才会更方便！该《实

施意见》一经发布，便引发网友热议。

记者连线

据媒体报道，家住新乡辉县市的大学生小
闫，最近摊上了大事儿:他和朋友将自家门口鸟
窝里的鸟掏出来，养了一段时间后售卖，被公安
机关抓获。按小闫的说法，直到森林公安抓了自
己，他才知道那些白色胎毛还没褪净的小鸟，竟
然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燕隼。今年 8 月，小闫和
朋友分别因犯非法收购、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
物罪等，被判刑 10 年半和 10 年。大学生掏鸟 16
只引来牢狱之灾引发网友热议。

网聚观点

身边小动物受法律保护你知道吗

@来不及的拥抱：农村小孩掏鸟窝很常见，
大人也只会指责他淘气、没有爱心，殊不知这已
经涉及法律问题了。大部分人并不知道，身边很
多野生动物也受法律保护。

大河网网友“weiranmoran”：提到国家保护
动物，一般人想到的都是熊猫、东北虎之类的，像
麻雀、青蛙、壁虎这种司空见惯的动物，很少有人
将它们和国家保护动物联系起来。

可怕 集体无意识原来已违法

@雪峰传说：别以为捕捉野生动物是小事一
桩，集体无意识已经违法了。蓄意盗猎出售国家

二级野生动物，理应受到处罚，这位大学生该对
自己的行为负责。

大河网网网友“云中山”：我们应该依法治
国，但前提是大家都知法、懂法，如果一个学生不
知道，是谁的错？反正我是记不住，也没有人告
诉我都有哪些动物、植物、微生物是受国家保护
的。我害怕今天出门踩死一只不知什么品种的
蚂蚁，然后被抓。

野生动物保护普法要常态化

大河网网友“老马识途”：很多人不知道燕隼是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更不懂得相应的处罚。如果小
闫事先知道，想必也不会去掏鸟，更不会去买卖。

大河网网友“小落落”：普法之路还很漫长，

社会、学校和各级政府都应拿出足够的精力进
行普法，也期待每起类似案件都能引起大家的
警醒。

记者连线

加大野生动物保护宣传力度
避免悲剧重演

12 月 1 日，记者在大河网大河论坛随机做了
网络调查。结果显示，80%的网友并不知道很多
常见野生动物受法律保护。

12 月 2 日，记者采访了河南有道律师事务所
主任马伟。他表示，生活在农村和城市郊区的人
们，对掏鸟窝司空见惯，认为不是大事，更和违法
犯罪无关，其实不然。

两个大学生是否有点冤？如果我们仔细阅
读该案判决书可知，一是他们并非只是在“自家
附近”掏鸟窝，而是去树林里；二是燕隼每窝仅产
卵 2 至 4 枚，说明他们不止一次掏鸟窝，把掏燕隼
当成挣钱的手段；三是他们把燕隼高价在网上出
售，足见其明知掏的不是麻雀等普通小鸟。依据
我国现行法，燕隼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非法
捕猎、杀害、运输、出售 10 只以上即构成“情节特
别严重”情形，应判处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

为避免此类悲剧重演，马伟建议，野生动物
保护部门和协会应加大野生动物保护宣传力度，

让社会公众知道野生动物的种类和重要作用。
据新乡市林业局野生动物保护科的一位同

志介绍，近年来，新乡市每年会组织野生动物保
护的宣传活动，特别是在 4 月的“爱鸟周”期间，
会根据有关部门统一组织部署，在公园、广场组
织鸟类展览，请高校专家到现场为百姓讲解鸟类
知识，并举行万人签名等大型活动。平时，也会
通过布置街头展板、新闻媒体宣传等手段，积极
向大众普及野生动物保护知识。

■新闻1+1

盘点因抓动物获刑的事件——

2014 年 7 月 4 日，驻马店确山县一村民汪某，
在村头附近的河沟里逮了 87 只蟾蜍。因非法狩
猎“三有”野生保护动物——蟾蜍的数量超过 50
只，涉嫌非法狩猎重大案件被依法逮捕。法院认
定汪某违反狩猎法规，依法判处其拘役三个月。

2014 年 5 月 12 日，62 岁的许昌禹州市农民
张某捕杀了一只“短耳鸮”（别名猫头鹰），结果在
销售时被当场查获。后法院判处被告人张某有
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一千元。

2013 年 10 月 27 日，北京的牛大爷在石景山
区八大处地区竖起粘网，非法猎捕黄雀 3 只，灰
喜鹊 2 只，被民警当场抓获。最终，法院判处其
拘役六个月，缓刑六个月。

“11 月 28 日下午，南京鼓楼区大庙铁路天桥上，
一男子滚下台阶一动不动，送医后经抢救无效死
亡。据了解，男子喝完酒后走路东倒西歪 ，一边打
电话一边下楼梯，不慎撞到护栏边上的柱子滚落台
阶。”12 月 2 日，焦点网谈官方微信转发了该消息，有
网友说：“现在路上行人走路看手机，开车打电话的
现象太多了，这些人玩的不是手机，是命啊！”

网友“龙泉 0315”说：“在哪都能看到低头玩手
机的人，走路开车玩手机，吃饭聊天玩手机，随时随
地玩手机……其实这就像是随身携带了一颗定时炸
弹，稍一走神，生命可能就会面临危险。”最近，在微
信朋友圈里流行这样一句话：不要让手机里的消息
成为你人生的最后一句话（如下图）。的确，手机已
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工具，不少人习
惯一边走路一边看手机，出门到处是“低头族”，可你
看手机的时候，谁在看路？

“今年交通安全日的主题是‘拒绝危险驾驶，安
全文明出行’，希望大家在出行的时候放下手机，远
离‘低头族’！”网友“再见下雨天”说。有调查显示，
开车看手机致事故发生率是普通驾驶的 23 倍，时速
60 公里时低头驾驶 3 秒，相当于盲驾 50 米；行人走
路时盯着手机,平均视野只有正常走路时的 5%。网
友“大雄爱娜娜”认为，司机开车打电话，行人走路看
手机都是坏毛病，如果不能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最好
的办法就是加强监管，见一起罚一起。只有通过宣
传教育和监督处罚双管齐下，才能帮助人们培养文
明驾驶、安全出行的好习惯。

男子走路玩手机摔下台阶身亡，网友说

这玩的不是手机，是命啊！
□本报记者 张 磊 实习生 杨 凡

近日，85 后的毛女士为生二胎辞职考公务员的
新闻引发热议。毛女士的女儿刚读小班，要二宝是
大家庭共同的决定，可毛女士的工作却是个“拦路
虎”。她是这样想的：公务员稳定，上下班时间固
定，加班、出差也少。这样，下班和周末能有更多时
间带孩子。而且养老金各方面福利也不错。（11 月
30日大河网）

“生二胎”与“考公务员”本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
但原工作因为时间上的不充裕、不规律成了毛女士生
二胎的“拦路虎”。于是，公务员的稳定性、规律性与良
好的福利待遇，就成了她生二胎的“定心丸”。那么，公
务员是否真就很清闲，有足够的时间生孩子、带孩子？
其实不然，在社会改革的进程中，政府由管理型向服务
型转变，各种新兴事物与各类新型服务性工作的出炉，
对公务员而言，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工作方式方法上都
有着不小的挑战，“五加二、白加黑”的工作模式在某种
程度上成了公务员的标配，若是奔着清闲挤进公务员
队伍，很可能让其大失所望。

但公务员队伍中确实也存在一些工作清闲的人，
办公室法则中“三人耍成猪，两人累成狗”的现状频频
上演，所以有人为了生二胎而辞职考公务员的做法也
不难理解。毛女士的想法应该能代表一部分人对公
务员的设想与期望，从她个人的举动与言语中我们能
读出一些深意，一方面说明一些企业在执行保障职工
福利政策方面大打折扣，特别是女性职工生育福利难
得到保障；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公务员体制内的有些人
忙闲不均、分工不合理、考核流于形式等问题。

为生二胎而辞职考公务员在部分人看来是正
常且符合逻辑的举动，但在其背后却暴露出了一些
非正常的社会问题。公务员若真成了生二胎的定
心丸，那么这既是企业的悲哀，也是公务员体制的
悲哀。 （来源：大河网评论频道）

公务员岗位是生二胎的定心丸？
□孙 怡

资料图片

制图／石金红

（数据来源：河南省卫生计生委农卫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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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县检察院提升案管工作质量

近年来，新乡县检察院建立
以案件质量为核心的检察业务管
理机制，以检察官考评为核心的队
伍管理机制，以资源合理配置为核
心的司法管理机制，切实提升案管
工作质量，并取得明显成效。建立
案管机制。该院成立了案件管理
中心，建立办案安全机制，在办案
中落实办案安全措施，建立办案安
全责任制，确保办案安全。建立队

伍机制。该院制定了队伍绩效考
评办法，量化考核每位干警的德、
能、勤、绩、廉五大表现，把考核结
果运用到干警的晋职晋级和干部
提拔使用中。建立保障机制。该
院强化财务管理制度，实行财务分
级审批，对大额支出统一由党组研
究决定，对不是急需的检察装备一
律使用政法专款统一采购，使检察
资源得到有效利用。 （魏巍）

借力“互联网+” 让教育培训提质增效

今年来，漯河郾城区国税局以五个
强化推进依法治税工作：一是强化组织
领导，落实领导责任制。成立由一把手
任组长的依法治税工作领导小组，明确
依法治税工作思路、目标任务、工作要
求和方法步骤，把普法依法治税工作列
入重要议事日程，并纳入年度目标管
理。二是强化教育培训，提高税务干部
执法素质。制订普法工作方案和年度
计划，积极探索网络学习和教育新途

径，坚持季初周五学法和中心组学法制
度，税务执法人员的法律意识和依法治
税观念明显增强。三是强化执法责任
制，规范税收执法行为。严格执行税收
执法责任制，对执法人员的执法情况进
行过程监督。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手段，
创新工作方法，实现对执法过程的自动
考核。四是强化信息管理功能，开展疑
点数据核查。利用执法检查软件成果，
认真核查疑点信息，对发现问题及时进

行纠正整改。今年来，接收省局下派疑
点项 25 个，核查疑点信息 362 条，发现
过错 12 条，查补税款 7.91 万元，罚款
2.62万元。五是强化内外管理，做好执
法监督工作。对内开展税收政策执行
情况专项检查，剖析发现问题，督促整
改落实。对外定期向区委、区人大、区
政府、区政协汇报工作，听取对依法治
税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组织召开纳税人
座谈会，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张发庆）

近日，濮阳县供电公司安监
人员对新建配电台区施工进行安
全反违章纠察，施工人员状态良
好、分工明确，着装统一，按规定
召开班前会，负责人现场监护及
安全措施到位。该公司开展又一

轮农网改造反违章督导工作，先
后对新习变电站、王芟河村线路
改造等进行反违章纠察。成立

“安全护卫联盟”，及时采取防范
措施以确保安全。

（张艳霞 苏红雁）

近年来，卫辉市检察院利用乡村集市、庙会为基
层群众提供法律咨询与法律服务。检察室的工作人
员，制作“唐庄检察室便民联系卡”深入开展“走千家、
访万户、送法律、送服务”活动，经常性深入乡镇、村
组、街道，听民声、察民情、排民忧、解民难，为基层群
众提供法律咨询，为农村百姓答疑解惑，及时发现和
解决农民身边的涉检涉法问题，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
群众的司法需求。近日上午，院党组成员、政治处主
任潘国侠，派驻唐庄镇检察室主任董水华带领检察室
干警组成普法宣传小分队，来到桃花园里搭建临时宣
传站，悬挂法制宣传条幅，摆放宣传版面，分发法律知
识宣传资料，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普法宣
传活动，气氛异常活跃。 部分拿到宣传资料的群众认
真阅读后，就遇到的法律问题当场咨询了工作人员。
经过工作人员的耐心解答，咨询群众对解答表示满
意。现场有群众深有感触地说：“检察院送法下乡就
是好，我们有法律方面的疑问都可以在家门口得到解
答，希望你们以后多开展这样的活动。”此次活动共发
放各类宣传资料 1000 余份，现场解答法律咨询 120 多
人次，真正做到了“法律进农村、服务为人民”，受到广
大群众的一致欢迎。 （董水华 周红伟）

五个强化推进依法治税工作

农网施工忙 反违章“紧相随”

今年来，郑州市中原区检察院充
分利用“互联网+”促进检察教育培训
提质升级。近日，该院利用自主研发在
线学习培训考试系统，短短一小时就完
成了一场刑法修正案（九）知识竞赛。
本次竞赛以网上登录答题的方式进行，
系统自动组卷，考题随机生成，经过 60
分钟自动记时、自动交卷改卷，竞赛成
绩当场揭晓。这种高效公正的无纸化
考核，是该院积极探索检察教育培训

信息化应用的一次新尝试，也是郑州
市首家研发运用在线学习考试系统的
基层院。近年来，该院以提升队伍素
质、促进检察事业长远发展为目标，不
断探索教育培训创新发展新模式，改
变以课程为中心、请专家面授的传统
模式，自主研发集远程教育、在线学
习、岗位练兵、考评考核为一体的学习
培训信息平台，调动了干警业务学习
的 积 极 性 ，促 进 了 业 务 培 训 的 规 范

化。人性化教育培训新模式，使全院
形成了崇尚学习、精研业务、自我充
实、自我提高的良好氛围，该院队伍素
质不断提升，被评为全省“检察系统法
学实践教学基地”，先后获得全市检察
机关“学练赛”活动“优秀组织奖”、“新
法知识竞赛”团体一等奖等荣誉。涌
现出“全国检察机关预防素能比武优
胜标兵”、“全省优秀公诉人”等一批先
进典型。 （周逸 石红丽）

卫辉检察院零距离为群众提供法律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