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 ２０13年12月4日 星期三6

◎责任编辑 李茁 版式编辑 周鑫◎

本报记者 张新国 邹仪
通讯员 何红福 熊雪楠

两代人，20多年， 精心呵护一群
候鸟。道县白马渡镇白马渡村的潇水
河畔，吴光农、吴荣举、吴荣山父子三
人护鸟的故事，成了一段佳话。

鸟的天堂
眼下正值候鸟抵达南方越冬的

黄金季节。 11月30日下午，记者慕名
来到吴荣山家， 探访那片神奇的鸟
林。

吴荣山在前面带路，首先跃入眼
帘的是一口约80亩水面的大水塘。在
水塘的东北角，有一个约1200平方米
的“半岛”，岛上种满了竹子和果树。
吴荣山指向那片林子说：“那就是鸟
儿的家。 ”

逐渐靠近半岛，未见鸟儿，先闻
其声，唧唧喳喳一片叫声，听声音判
断，足有近万只鸟。“半岛”无人居住，
有树临水，环境非常适合鸟类栖息。

“每天清晨，鸟儿飞出去觅食，傍
晚，鸟儿才返巢，现在正巧赶上了鸟
儿返巢的时候。 ”吴荣山介绍说。

不一会儿就有小鸟成群结队地
飞回“家”。

“今年9月，洞庭湖护鸟第一人李
剑志老师来到这里， 用长镜头相机，
观察了很久，发现林子里有鹤、白鹭、
八哥、雪燕等20多种鸟，数量最多的
是雪燕。 ”吴荣山介绍说，“在鸟最多
的时节，有约3万只，傍晚鸟儿归巢的
时候，天空中成群结队的鸟群犹如旋
风般飞向半岛，落下的鸟把树枝和竹
林都压弯了。 ”

鸟来是福
保护这批候鸟是从吴荣山的父

亲吴光农开始的。
他父亲喜欢养鸟和遛鸟，大约是

1990年的冬天，当地下了一场很大的
雪，吴光农发现从自家那片林子里跑
出好些小鸟在外觅食。他就尝试着给
鸟喂些谷子。起初，小鸟不敢来吃。时
间长了，小鸟逐渐适应了。渐渐地，周
边来吃谷子的鸟多起来了。

第二年春天， 有些鸟飞回了北
方， 有的鸟选择留下来在林子里安
家。

到了秋天，飞到北方的鸟，好像

认识路，又都飞回来了，而且数量增
加了很多。 这使吴光农有了成就感，
也更加坚定了他喂鸟、护鸟的决心。

吴荣山回忆道：“父亲告诉他和
哥哥，鸟儿对环境的要求很高，它们
来到这里安家， 说明这里生态好，是
好事，也是我们家的福气，我们家要
保护好它们。 ”

从此，一家人便担负起保护和照
顾鸟儿的任务。他们在林子周边种植
了柿子树等果树，供鸟啄食。 到了冬
季，植物凋敝、虫儿冬眠，鸟儿们出去
找食并不容易， 每天下午四五点钟，
他父亲就在鸟儿们看得见的路上撒
上谷子、黄豆、饲料等食物，为飞回来
的鸟儿提供“晚餐”。 同时，他们还要
阻止村上或周边村的人来打鸟。

年复一年，这个有水有林、安全
和不愁温饱的“家”，吸引了越来越多
的鸟儿。

1998年， 吴光农已年老体弱，护
鸟的任务便落到了吴荣举、吴荣山两
兄弟身上。

大胆夺枪
“护鸟初期，村里常有人来打鸟，

他们不听劝告， 说鸟又不是你家养
的，我打了你能怎样？没有办法，父亲
和哥哥经常跟打鸟人拳脚、 棍棒相
向。 ”吴荣山说。

“一次，来了3个打鸟的人，拿了两
把气枪。 我和儿子发现后， 马上赶过
去。 他们仗着身强体壮，手里有枪，根
本就不听劝告。 见这伙人很强硬和霸
道，我把儿子叫走了，留下我一个老头
来对付他们，出了事，我个人扛起。 他
们用枪指向我， 我就拿了把锋利的菜
刀，抵住其中一个拿枪人的肚皮。僵持
过程中，我不停地劝导和教育他们。或
许是他们心虚， 或许是怕了我这个倔
强的老头，也或许是怕我儿子去叫人，
最后，他们把枪留下，走了。”这次危险
的护鸟经历，吴荣举还历历在目。

有人说，为了几只野鸟，把人都
得罪了，你们这又是何必呢？

“鸟是有灵性和生命的，它们选
择在我们的林子里安家，就像我家的
家庭成员一样，我们不允许有人危及
鸟的生命。 村里人到我家吃点、喝点、
拿点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动鸟。 ”吴
荣山回忆父亲对他们两兄弟说的话，

“鸟被打死了， 这一群鸟就十年八年
不会再来了；朋友不理解、得罪了，还
可以再找。 ”

一家人护鸟常与人动真格的消
息在镇里传开了，渐渐地，就没有人
来打鸟了。

代代相传
2009年，吴荣山在家开起了农家

乐，可在他的农家乐里从来看不到野
味上桌。 餐馆没有特色，几年下来生
意不太好，可他仍然不以野生动物作
为招牌菜来吸引食客。

时下， 正是柿子成熟的时候，吴
荣山家附近种了很多柿子树，他摘了
两个柿子给我尝，很新鲜、很甜。

“我们这柿子从不 打 农 药 ，
成熟了就是小鸟的美食。 ” 吴荣
山摘了一个被鸟吃过的柿子让我
看。 红得透明的柿子， 被小鸟啄了
很多小洞。

每天傍晚小鸟归巢的时候，吴荣
山兄弟俩都要围着林子转一转，他们
说，这时候鸟如果受到惊吓，散了窝，
鸟就不会来了。

“晚上，如果听到狗叫或鸟唧唧
喳喳的叫声， 十有八九是有人来猎
鸟，再冷的天，我们都会起来看护。 ”
吴荣山说。

20多年来，在他们一家人护鸟的
影响下，村里人由当初野蛮捕鸟到共
同保护这群候鸟，保护野生鸟类从此
变成了村民的共识和自觉行动。 而吴
荣山一家更是把这群候鸟当成他们
的宝贝。

吴荣山说：“这群小鸟是大自然
的馈赠，等自己老了，就让儿子来接
班， 承担起保护这群候鸟的义务，代
代相传。 ”

本报12月3日讯（记者 王曦 通
讯员 张湘闽）今天，涉嫌交通肇事致
人死亡后逃逸的曹某被警方依法刑
拘。长沙市芙蓉区交警大队民警从事
发现场留下的一块巴掌大的保险杠
碎片入手展开追踪， 成功破获“11·
23”交通肇事致死逃逸案。

11月23日清晨5时许，长沙市远
大路隆平高科蔬菜研究所门前传来
一声巨响，正推着一板车蔬菜穿越马
路的菜农吴某当场被撞死，肇事车辆
迅速逃离现场。

接警后，芙蓉区交警大队大队长
胡海民带领民警赶赴现场，发现现场
只留下一块巴掌大的保险杠碎片和
一个防雾灯装饰罩。目击者也只看到
小车往东逃逸。 民警沿线追缉无果
后， 分组调取了案发地周边视频，并
走访相关4S店、配件店，确认肇事车
辆车型为2010款黑色吉利金刚小汽
车。 通过仔细辨认相关时段路口记
录的数千张模糊照片，一辆“湘A6”
字头的吉利小客车进入专案组视线。

一查车辆上户记录，符合条件的车辆
竟达2000余台！ 通过逐辆筛查，民警
从中挑出十余台嫌疑车辆，其中车主
家住浏阳市永安镇的“湘A63Y09”
小车被列为重点对象，专案组连夜赶
赴永安传唤车主。车主曹某面对民警
讯问，表示案发时正在家中，家人均
可作证，且小车早已出售。 民警继续
展开外围调查，种种证据表明，曹某
正是肇事嫌疑人。 民警果断将其抓
捕。

面对大量证据， 曹某仍然拒绝
承认犯罪事实。 11月28日晚， 民警
第四次赶赴永安， 在当地派出所协
助下， 展开地毯式搜索， 终于从当
地一名修车店店主那里取得突破，
得知车辆已被曹某和其联手分割 。
此时， 曹某家人再也无法掩饰真
相。 随后 ， 民警在其家人引导下
在20公里之外的山头找到了全部碎
片。 面对如山铁证， 曹某终于承认
其交通肇事致死后逃逸并毁车灭迹
的事实。

本报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曾妍 肖文淑

【判决结果】
利用车间工人身份的便利帮

人制造枪支，结果获刑。11月28日，
衡东县人民法院以非法制造枪支
罪判处秦某贵有期徒刑3年，缓刑3
年；判处罗某红有期徒刑1年，缓刑
一年。

【案情回放】
2013年2月一天，衡东县新塘

镇大冲村村民秦某贵，在衡东县城
关镇一五金店购买一根钢管后交
给本村熟人罗某红，让罗某红帮其
制造枪膛。罗某红利用其在新塘镇
某水泵厂工作的便利条件，根据秦
某贵所提供的子弹参数在该厂车

床做好枪膛后交给秦某贵。 秦某贵
把枪支零件组装成完整的枪支。 事
发后，经衡阳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
鉴定：该枪支是以火药为动力的自
制单管枪。

【法官说法】
审理此案的法官陈琼说，秦某

贵、 罗某红未经国家有关部门批
准，加工、改装以火药为动力的枪
支， 其行为已构成非法制造枪支
罪。 《刑法》第125条规定 ：非法
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
支、弹药、爆炸物的，处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情节严重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
者死刑。鉴于案发后，秦某贵、罗某
红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可从轻处
罚。

【温馨提示】
私自制造枪支属国家法律明

令禁止的行为。 为朋友帮忙应该遵
循法律法规规定，切不可意气用事
而触犯法律。

本报12月3日讯 (通讯员 佘丽莎
王洁 记者 段涵敏)颅内肿瘤切除稍有
不慎，就可能损伤周围的神经，影响语
言、运动、感觉等功能，甚至危及生命。
记者今天从湘雅医院获悉， 该院运用
大规模数据处理磁共振高新技术，“绘
制”大脑神经图实现精确定位，为八旬
老太太成功切除颅内高危巨瘤。

家住益阳农村的解老太太，近几
个月经常出现头痛等病症，看了几次
医生没找到病因。 11月上旬，她被家
人送到湘雅医院就诊。 该院神经外科
专家方加胜教授检查发现，患者颅内
脑干深处两条大动脉之间长有一个
7.9cm×4.6cm×5.7cm的高危巨型肿
瘤， 肿瘤部位大小血管与神经密布，
控制语言、运动、感觉、意识等重要中

枢。 肿瘤已压迫脑干等重要部位，若
不及时处理则会昏迷甚至危及生命。
她还患有心脏病，且年事已高，如此
大的手术对于心脏来说是个大负担。

“通过目前国内外最先进的大规
模数据处理磁共振高新技术，我们建
立了大脑神经数据库，能够精确定位
到某一神经控制的功能。 ”方加胜教
授介绍，近年来他的团队收集了几十
例类似的病例资料，“绘制”出大脑神
经控制功能图，建立某一神经对应控
制某一部位的数据库，从而实现精确
定位。 11月中旬，神经外科方加胜教
授、放射科王小宜教授等专家协同合
作， 通过在显微镜下进行持续5个多
小时的精心操作，终于将患者的肿瘤
全部安全切除。

“绘制”大脑神经图实现精确定位
八旬老太太颅内高危巨瘤被成功切除

本报12月3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李俞辰） 随着国家“单独两
孩”生育政策的出台，很多符合条件
的夫妻开始为生育第二个孩子提前
做准备，头胎剖宫产会不会影响生二
胎？再生一个宝宝，要做哪些准备？省
妇幼保健院今天开设“再生育咨询门
诊”，宣布12月免费接诊，由副主任医
师以上职称的临床经验丰富的专家
坐诊。

专家提醒，25至30岁是女性的最
佳生育年龄，医学上将35岁以上的产
妇称为“高龄产妇”，属于高危妊娠的

范畴。 高龄怀孕将增加妊娠期高血
压、糖尿病等合并症的风险，其他如
胎儿染色体异常、胎儿畸形、胎儿宫
内生长迟缓、流产、早产等。 现阶段我
国剖宫产率接近50%，如果剖宫产后
再次怀孕、分娩所面临的风险比正常
阴道分娩后要高。 因此，再次怀孕应
特别注意孕前咨询、 产前监测和检
查， 可提前3个月到医院做相关检查
和评估。“再生育咨询门诊”时间为每
周一到周五14誜30-17誜30，可到医
院门诊2楼导诊台领取免费咨询号，
至216房免费咨询。

省妇幼“再生育咨询门诊”免费接诊
时间为12月每周一至周五下午

本报12月3日讯 （记者 徐亚平）
全国近40位文艺专家、学者近日相聚
岳阳，出席第三届中国新锐批评家高
端论坛暨柳忠秧诗歌作品研讨会。 湖
南省文艺理论家协会主席余三定教
授致辞说，文艺批评在当下全民写作
且作品海量増长的时代尤为重要；批
评可“新锐”，学问则“老沉”才好；学
术研究要回到学术本体、本质，要深
研孜求学问之“珠”。

与会专家、学者展开了热烈争鸣。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古远清教授点评两
岸文学成就。 南京大学张光芒教授鼓
励作家表现自我， 创作兼具个体性与
人民性的文学作品。 北京大学陈旭光
教授提倡一种短小精悍的创意批评。
徐肖楠教授倡导诗歌要写“古典情怀
和生命顿悟”。论坛由中国新文学学会、
湖南省文艺理论家协会、 湖南理工学
院、《文艺争鸣》杂志社等联办。

中国新锐批评家论坛岳阳举行

本报12月3日讯 （记者 于振宇
通讯员 黄波）今天，古丈县第6期黑
豚特种养殖培训班在该县移民村毛
坪村结束。 这是该县实施移民村第一
书记产业“套餐”计划，打造区域特色
移民库区新农村建设的新举措。

该县罗依溪镇派出干部王润莲
任毛坪村第一书记后， 她两年来6次
举办实用技术培训班， 培训村民371
人次， 并组织党员干部、 村民代表
到经济发达地区参观学习， 帮助村

民致富。 近年来， 古丈县先后向14
个重点移民村选派村党支部第一书
记。 按照村里产业发展布局要求，
第一书记积极帮助村里制定“一村
一品”、 “一人一技”、 “一村一策”
的“套餐” 计划， 到目前已组织实
用技术和劳动技能培训1.2万多人次，
为14个重点移民村购置了农产品销
售门面， 发展了以柑橘、 茶叶、 网
箱养鱼、 特种种养业为主的特色支
柱产业。

古丈村官“套餐”计划助力新农村

本报12月3日讯 （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董生昭）近日，兴业银行长沙
分行与常德市政府签署全面战略框
架合作协议。兴业银行承诺，未来3年
将为常德市提供总额不少于100亿元
的融资服务。

根据合作协议，兴业银行将重点
支持常德市的环境保护、水资源保护
与利用、新兴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园
区开发等领域。 在与常德市政府签约

后，兴业银行还与常德市城市建设投
资集团公司、常德市经济建设投资集
团公司等15家重点企业和项目签署
了融资合作协议， 签约金额达63.25
亿元。

兴业银行2010年布局湘西北，在
常德市开设分支机构，也是进驻常德
的首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 三年
来，该行累计为常德经济建设投入资
金40亿元，支持当地企业近100家。

兴业银行百亿元融资投向常德

本报12月3日讯 （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李涛） 中国南车株洲电力机
车有限公司完成的6个科技项目， 近
日通过了省级成果鉴定。 其中， 他
们研制的时速120公里A型地铁、 时
速80公里B型地铁ZMC080型转向

架， 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造价比地
铁、 轻轨还低， 能够开进居民小区，
运行中无烟尘排放的中低速磁悬浮
列车，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中国工
程院院士刘友梅、 钱清泉等专家参
加鉴定。

“南车株机”6项目通过成果鉴定

两代人，20多年，精心呵护候鸟，被气枪指着也不退缩———

护鸟父子兵

每天傍晚，
成千上万只小
鸟飞回吴荣山
精 心 呵 护 的
“半岛” 栖息 ，
这里成了各种
候鸟安全舒适
的 “家”。

本报记者
张新国 摄

本报12月3日讯 (记者 朱智 通
讯员 易荣)12月3日下午2时，随着启
动的第一声炮响，由韶山新真喜食品
公司生产的首批1.5吨冷鲜牛肉起车
运往香港。

根据香港食物环境卫生署公布
的消息，我省历来只向香港出口冷鲜
猪肉， 经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推荐，
今年7月香港食物环境卫生署检查组
来到韶山新真喜食品公司进行审查，
确定公司的加工车间及配套养殖基
地达标， 所生产的冷鲜牛肉质量安
全，由此获准在香港注册，湖南由此
成为长江以南首个获准向香港出口
冷鲜牛肉的省份。

据介绍，韶山新真喜食品公司出口
的冷鲜黄牛肉是我省从内蒙古引进的
优质品种西门塔尔牛，最长保鲜期可达
39天。韶山新真喜食品公司采用“公司+
基地”的产业模式，建立了26家黄牛养
殖基地， 均具备完整的质量保证体系
和安全管理体系，所有原材料全部来
自CIQ注册养殖基地， 产品从生产加
工到出入库均严格执行检验检疫操
作规程，以保证产品安全。 据了解，这
次将产品出口到香港的冷鲜黄牛肉，
仅仅只是该公司打响市场的第一炮，
公司正在启动进入长沙市场的销售计
划，预计今年年底长沙的老百姓可以吃
到绿色、安全的西蒙塔尔黄牛肉。

湖南冷鲜黄牛肉首销香港

从巴掌大碎片入手揪出元凶
长沙破获一起交通肇事案

12月2日，驻怀化某部新兵连班长李丹即将离开部队返乡，新兵们将她高
高托举起来。 李丹11月下旬被确定退伍，因自己经手的科目没有训练完，她毅
然向连队递交了“推迟退伍申请书”，直到将科目训练完。 在最近的比武会操
中，她带领全班夺得“军事训练”和“内务卫生”两项先进。 柴均林 摄

本报12月3日讯 （记者 姚学文
通讯员 马跃龙 王周生 唐晓玲）又
到“就业季”。最近，我省机械装备、民
政、环保3场高职院校毕业生招聘会
同时在长沙举行。 记者在采访中了
解到，高技能型专业人才市场在连续
多年高需求的基础上，目前仍然保持
旺盛的需求状态。 省教育厅大中专
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主任曹敏说，这
表明职业教育发展路子宽广，前景美
好。

机械装备人才需求回暖。 由省
教育厅主办、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等单位承办的全省高校机械装备制
造业人才供需见面会，吸引了来自全
国的近200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上
万个。“专业岗位就有4600多个。”湖
南工业职院党委副书记周立华介绍：
“其中不乏中国兵器集团、 中铁五新
集团、美的集团等一些全国有名的大
中企业。 ”深圳宝安区、长沙经开区、
宁波保税区等还组团前来揽才。 宝
安区20多家单位，提供岗位上百个。
长沙经开区24家单位，提供近200个

岗位。 记者在现场看到，各单位给出
的待遇，也都“水涨船高”，有的月薪
高达8000元。

老年服务专业人才缺口大，这是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2014届毕业
生供需见面会透露出的信息。 该院
医学院院长黄岩松介绍， 我国未
来养老服务产业发展空间巨大，
到2020年将提供1000万个岗位，目
前从业人员不到100万， 仅十分之
一。而现在培养养老服务专业的中高
职学校， 我省只有民政职院一个学
校，本届毕业生才85人。 全国也仅30
所中高职学校， 培养规模也极其有
限。

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
2014届毕业生供需见面会吸引了来
自省内外的近200家用人单位，供岗
位5000多个， 而该院这届毕业生不
到2000人，平均每人差不多可选3个
岗位。据悉，未来，每年全国将新增环
保人才15万人。 目前这个人口缺口
非常大， 如何有效满足市场需求，值
得各方思考和努力。

高职院校毕业生招聘会传出信息

高技能型专业人才需求旺

以案 �说法

帮人制造枪支部件获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