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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信 ２０13年9月17日 星期二14

本报记者 彭芳

9月初，一名护鸟志愿者向本报
反映：9至11月正是候鸟南迁途经蓝
山县南风坳的时候，虽然现在林业部
门加大了护鸟的力度，但仍有不少人
瞄准这一时机，诱捕候鸟，使这里变
成了候鸟南飞的一道难关。

捕鸟地点分散到了
田丘地带

蓝山县南风坳位于南岭山脉湘
粤交界处，是“全国候鸟观察点”之
一。 这里因生态环境良好，每年2至
3月及9至11月之间，北归南迁的数
以万计候鸟会在此停留， 成为候鸟
迁徙的重要通道， 因此南风坳也被
称为“千年鸟道”。 目前已采集到的
候鸟标本达30多种。

蓝山县的护鸟志愿者宁知华，
是一名刚退休的中学教师。 县里还
有50多名像他这样的护鸟志愿者，
都是利用休息时间加入到护鸟的队
伍中。 他告诉记者，每年秋季的9至
10月，过境南风坳的候鸟数不胜数。
以往每到这个季节，偷猎迁徙鸟类的
不法分子都会聚集在不到两公里的
垭口上，几百人拿着各种各样的捕鸟
工具抓捕候鸟。 自去年开始，林业部

门加大了打击力度，今年林业部门还
在南风坳设了候鸟保护站。捕鸟的人
少些了，但捕鸟的地点也分散到了田
丘地带。

宁知华说，对于捕杀鸟类，志愿
者们都感到很痛心。 他们行动起来
了，三天两头到山里去查看，发现有
人捕鸟就劝阻， 劝阻不了就打电话
到森林公安部门举报。

9月10日晚， 包括宁知华在内
的6名志愿者参加了一场“行动”。有
人打电话告诉志愿者， 有不法分子
在塔风镇中洞村的田间用捕鸟器捕
鸟。 志愿者马上通知了县森林公安
分局，并租车赶到中洞村。 3个捕鸟
的人见有人来就跑了，现场架着8张
20米长的大网，还有电瓶和捕鸟发
声器。 这些人利用发声器发出鸟鸣
引诱鸟来， 再用木棍等捕打寻声而
来的鸟。 森林公安民警收缴了这些
捕鸟工具。

还有一名志愿者告诉记者，前
两天他从宁远回蓝山时， 在客车上
遇见一村民， 刚从宁远购买捕鸟用
的网回蓝山，两大袋子网花了1000
多元。 他问该村民知不知道捕鸟是
犯法行为，对方却说：有钱赚还管得
了那么多。

宁知华告诉记者， 虽然志愿者

都很热心， 但在保护候鸟上还是感
觉到了困难。他们没有身份，捕鸟的
人不听他们的劝阻。

既要加大打击力度，更要
提高全社会护鸟爱鸟意识

我省林业部门2010年就发布了
护鸟令，2010年10月22日至2015年
12月31日期间全省禁止捕猎野生鸟
类。

9月11日上午， 记者电话采访了
蓝山县林业局副局长陈志平。他告诉
记者，此时他就在南风坳的候鸟保护
站巡查。为了保护候鸟，今年4月专门
成立了蓝山县南风坳候鸟保护站。候
鸟保护站采取值班制度和机动巡逻
制度，在候鸟迁徙期间，县林业局森
保站执法队员实行24小时轮班值班，
巡逻队不间断对重点地方进行巡逻
检查。不仅如此，从8月20日开始至11
月30日，在全县范围内组织开展了候
鸟保护“百日专项行动”。

陈志平告诉记者，9月2日，森林
公安部门就查处了一起非法捕杀候
鸟的案子。当天晚上8时开始，盘某两
兄弟，用矿工灯、鸟网等工具在浆洞
乡茶山村鸟蛋岭山场进行非法狩猎。
次日凌晨6时，县森林公安局夜间巡
查队在浆洞乡堡里村附近，将从捕鸟

地返回茶山村的盘某两兄弟抓获，并
缴获作案用的交通工具摩托车2辆、
矿工灯1台、鸟网1张、被捕猎的各类
候鸟122只，其中最多的是国家二级
保护动物黄嘴白鹭鸶。 目前，盘某两
兄弟已被刑事拘留。

经林业部门不间断的巡查和志
愿者的努力， 今年这里打鸟的人少
了， 卖鸟的少了， 酒店吃鸟的也少
了。 但还是有些人把捕鸟地改在更
边远的地方。

对于这种屡禁不止的捕杀候鸟
现象，陈志平告诉记者，蓝山县这些
乡镇主要居住着瑶族群众，瑶族有狩
猎鸟类的传统习俗，加上这些鸟道大
多都在深山老林中，地势险要，捕鸟
者也多在下半夜行动，林业执法部门
又只有20多个人，这给打击捕杀候鸟
增加了难度。 为了加大巡查力度，陈
志平表示，目前正在准备将这批护鸟
志愿者加入巡查队伍， 给他们发袖
章，以协助森林公安进行巡查。

光靠巡查打击显然不够， 志愿
者们呼吁全社会提高护鸟爱鸟的意
识。 他们也建议，将这个“全国候鸟
观察点”、千年鸟道打造成一个观鸟
景区， 景区居民通过经营旅游业来
改善生活条件， 增加爱鸟护鸟保护
野生动物自觉性。

直通车
网上投诉请登录湖南在线新闻网站ｗｗｗ．ｈｎｏｌ．ｎｅｔ

投诉人：一市民
位于邵阳市双清区邵水河旁的“都

市英雄”电玩城开了多年，里面一直有电
游赌博项目。 不少人沉迷在此，输了不
少钱。 我的一位亲戚本来是做生意的，
好不容易赚了一些钱，结果在这里迷上
赌博，输了十多万元。 生意再也做不下
去，老婆也离婚了。

这些年来，不少市民曾多次向公安
部门举报，但当地派出所每次查处时，只
是做做样子，斩草不除根。 老板毎次都
是风头上关关门，等风头一过，又照样开
张。 就连最近我市搞综合治理达标考核
的关键时期， 这家电玩城照样搞赌博。
我们想不通，难道派出所对这家电游赌
博室真没辙？ 还是根本就不想查处?
受理记者：欧金玉

9月12日晚上7时多， 记者来到邵
水河旁的“都市英雄”电玩城，这里正
在营业。 外间是玩电子游戏的大厅，通
过一个小门进到里间，则摆了一排“飞

禽走兽”赌博机，有人在玩，有服务员
在提供上分服务。 知情人说， 早些日
子，这里摆满了多种赌博机，现在因在
风头上，稍稍收敛了。

记者来到附近的桥头派出所，向该
所负责人何所长出示证件后，将市民的
投诉及记者调查所见告知，希望他介绍
该所对“都市英雄”电玩城的打击查处情
况，但何所长坚持要记者到上级公安部
门开介绍信后才能说。 关于“都市英雄”
电玩城仍在赌博一事，他表示将马上查
处。随后，记者来到“都市英雄”电玩城旁
边等候，几十分钟过去，并未看到民警出
动。 记者再次进去探访，发现装有赌博
机的房间已关门。 晚8时左右，该电玩城
干脆全部关门了。

市民们对派出所如此查处电游赌
博意见很大：有人举报，派出所就打个
电话通知老板关门;风头过了，又照样
营业，难怪“都市英雄”电玩城的电游
赌博能长期营业。

投诉人：小刘
嘉禾县城乡供水一体化已经一年

多了，可是快开学了，我们盘江学校的
饮水问题还没解决， 千余孩子还在喝
污水： 县自来水公司直接从水库下水
管里接了根管子进来， 流出来的水又
黄又脏，根本就没消毒和过滤。 我们去
找县自来水公司理论， 他们就说要交
数万块钱才能接通自来水，否则休想，
可是学校哪里拿得出这笔钱。 请问学
生何时能喝到干净的自来水？
受理记者：田燕

记者将此情况反映给了嘉禾县委
办， 嘉禾县委安排专人进行了实地调
查，将调查情况回复如下：

盘江水库是嘉禾县城乡群众饮用
自来水的主要水源点。 从1994年盘江
水厂建成投入使用以来， 盘江学校和

盘江乡政府等机关单位和沿线多个村
共5000余人， 都是用盘江水厂经过消
毒、 过滤等程序生产出来的自来水。
2004年底，盘江水厂搬迁到新址后，上
述用水户所使用的自来水仍通过老管
道供水， 但缺乏严格的消毒和过滤程
序。 2011年10月，嘉禾启动城乡供水一
体化工程， 盘江乡政府为解决盘江学
校饮用水的问题， 多次与县自来水公
司进行协商。 今年暑假期间，县财政8
月份已安排部分资金， 用于支持学校
解决自来水问题。 8月31日，赶在开学
前，学校接通了新水厂自来水，学校师
生现已使用上了经过消毒、 过滤的洁
净自来水。

9月12日， 记者致电盘江乡政府，
乡政府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学校确已
接通了新水厂的自来水。

查处电游赌博怎能走过场

投诉人：李女士
我是一名外地来长沙市做生意的

个体户，在长沙生活多年。 今年我的孩
子要上小学了， 我按规定到附近的长
沙市天心区红卫小学报名， 但该校却
以学校名额已满为由拒收， 但私下提
出交5000元建校费后可接收。 到8月
31日，别人的孩子都到学校报名了，我
的小孩还是没有学校肯接收。 无奈之
下，我只好想尽办法求人帮忙，花了不
少钱打点，才终于进了红卫小学。

其实这并非个别现象。 我的朋友
告诉我， 附近不少学校多年来都是这
样操作的。 为什么这些学校不执行上
级的规定呢？ 太让我们这些外来务工
人员失望了。
受理记者：欧金玉

9月9日， 记者将这名家长的投诉
信转交天心区教育局处理。 该局一名

姓曾的负责人介绍，该区属于老城区，
学位基本上供需平衡。 该局很少接到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入学难的投诉。 他
表示，如果家长投诉情况属实，将严格
依法依规处理。 随后该局调查后回复
说， 因投诉人说自己的孩子已在红卫
小学入读，不肯再配合提供证据，导致
教育部门对此无法查处。

按照长沙市教育部门的规定， 进城
务工人员子女入学只要提供户口本、居住
证明、用工合同或工商执照、父母社会保
险证明等就可就近入学。 但现实中，外来
务工人员子女入学难的情况还是时有发
生。 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需要家长敢于
较真，遭遇乱收费掌握证据向教育部门投
诉，另一方面也需要有关部门加大惩处力
度，同时还需要政府部门加大投入，合理
布局，确保学位，这样才能保证外来务工
人员子女能在父母身边顺利上学。

【身边新风】

整整5载，邵阳县下花桥镇合
兴村赵利民夫妇返乡照料病瘫老
母刘快珍一事，一直被村民称赞。

赵利民与蒋秋香夫妇长期在
广东打工。夫妻俩在广东生活得有
滋有味。 2008年，赵利民85岁的老
母刘快珍患病瘫痪在床，大小便失
禁，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因子女都
不在身边，老人无人照料，起居成

了问题。 时年45岁的儿媳蒋秋香，
想到婆婆的苦难，说服丈夫赵利民
放弃每年几万元的打工收入，匆匆
赶回家，挑起照料重担。从此，赵利
民、蒋秋香夫妇起五更，睡半夜，给
母亲喂饭、煎药、端屎端尿、洗澡更
衣，时刻陪伴着。 一晃5年过去，儿
子赵利民与儿媳蒋秋香把全部的
精力放在照料老人上。 年复一年，

夫妻俩不管酷暑严寒，每天为老人
喂饭送药、扶上扶下，坚持扶老人
到外面挪动几回，从不言苦说累。

5年来，夫妻俩与老人吃睡在
一个房间，没离开过老人身边，让
老人过好晚年日子。 老人虽然瘫
痪了， 但却因为儿子和媳妇照顾
得无微不至而减轻了许多痛苦。

李爱民

●宜章：贫困山村期盼
修通村道

1501688xxxx：宜章县
长村乡老邹家村，有70多户
人家，是个贫困村。 绝大部
分村庄早在几年前就已实
现了通村水泥路，老邹家村
依然是一条毛坯路。 天晴时
灰滚滚，下雨时根本无法进
村。 年年村里组织修路，却
频频受阻。 去年8月，政府同
意对老邹家村通村公路予
以支持， 只需要村内凑齐8
万元， 剩余部分由政府出
资，这让我们村百姓高兴了

很久，谁知到现在仍是泥巴路。修路为
何受阻，我们不知，期盼老邹家村早日
修通公路。

●汉寿：轮胎炼油厂污染严重
1378786xxxx： 我是汉寿县军山

铺镇军山铺村余家冲组村民。 2012
年，一家轮胎炼油厂与我组签订合同，
厂址建在油茶林旁。 厂方当时承若无
污染，不影响居民的正常生活。但一年
多过去了， 该厂生产时产生的大量黑
烟灰尘，和刺鼻恶臭，使周边居民无法
正常生活，严重影响居民的生存环境。
该厂周边油茶林被严重污染达10亩
以上，周边果林因其油烟覆盖，基本不
再挂果。该厂开工以来，污水直接排放
在饮用水上游，水变黑变臭，居民再也
无法饮用。 恳请环保部门处理。

●张家界：安置小区无消防设施
1587441xxxx： 为支持张家界市

城市防洪堤建设， 永定区鹭鸶湾沿河
居民拆掉自己的房屋， 服从市城市防
洪指挥部的安置， 到天健佳苑安置小
区居住。入住一年多了，夜晚无路灯我
们还能克服，但小区和楼道内消防栓、
消防水管、 消防箱等消防设施设备都
没有。小区布满天然气管道，经常又有
人燃放鞭炮，如果某一天发生火灾，后
果不堪设想。我们不明白，一个连消防
设施都没有的居民住宅建筑， 是怎么
通过有关职能部门验收的？

专栏编辑 田燕

编辑同志：
农村安全饮水工程和病险水

库除险加固、 水土保持以及高标
准农田建设，是中央投资、地方配
套、群众自筹的一项惠农工程。 审
计部门在对这些农村水利项目工
程进行跟踪审计时发现， 群众自
筹资金收取管理方面存在着一些
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是收费不公
开、不透明，有“搭车收费”现象，
增加了农民负担； 二是由中标单

位使用收款收据收费， 不是针对
一家一户， 而是针对一个村开具
一张收款收据， 容易造成弄虚作
假、假公济私问题的发生；三是未
实行财政专户管理， 容易失去有
效的制约和监督。

为使农村水利建设工程项目
深入民心，把好事办好，把实事办
实，笔者建议，应向群众公示，公
开收费项目、收费范围、收费标准
等，杜绝“三乱”现象发生。 应使用

统一的行政事业性收费专用票
据，由财政、项目主管单位等部门
统一收取群众自筹资金，做到“一
户一票”，防止“跑冒滴漏”。 实行
财政专户管理， 按工程进度拨付
资金。 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应由
审计机关进行决算审计， 按审定
金额支付工程款项， 确保农村水
利建设专项资金发挥应有的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

邵阳县 黄元发 夏玉明

投诉人：小徐
益阳市赫山区兰溪供电所内的居

民，深受旁边米厂的噪音侵扰。 数月前，
该米厂购进一台机器，震动大、噪音大。
机器开机时，居民房间内的物件也一起
摇晃， 房间天花板都有水泥粒被震下。
该厂机器开机时间也很长，经常生产到
晚上十一二点，周边居民不能保持正常
的休息。 米厂加工的灰尘更是四处蔓
延，导致居民家里的窗户不能打开，居住
环境极其恶劣。 居民与米厂老板交涉，
老板总是敷衍了事，问题一直得不到解

决。 希望有关部门管管。
受理记者：田燕

记者将居民投诉情况反馈给了益
阳市赫山区兰溪镇政府。 日前，兰溪镇
政府回复说，经调查，兰溪供电所周边
共有两个米厂，山岭米厂和东风米厂，
由于最近正是生产高峰期， 每天都是
加班加点生产。 该镇已安排工作人员
上门与米厂协商， 要求米厂错开休息
时间生产， 并在以后的生产过程中注
意周边环境， 尽量使用无尘、 低尘设
备。

“千年鸟道”蓝山县南风坳———

候鸟南飞的一道难关

盘江学校盼望喝上干净水
嘉禾县委回复：开学前饮水问题已解决

外来务工人员反映

子女就近入学遭遇“潜规则”

米厂加工噪声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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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儿好媳返乡护理病瘫老母

加强水利建设自筹资金监管
【呼吁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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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

9月16日，长
沙市芙蓉区燕山
小学的学生 ，来
到五里牌街道燕
山街社区看望慰
问82岁的孤寡老
人石罗仙。 中秋
节前夕， 该校组
织师生看望慰问
社区孤寡老人和
特困户， 为他们
送去节日的关爱
和温暖。

本报记者
郭立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