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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相

斑鸠官司

A06

扫码进入ZAKER潇湘
看抓斑鸠
“孝敬”
父亲坐上被告席相关报道

加油站旁货车起火20分钟扑灭

看新闻学法律

本报郴州讯 8 月 27 日凌晨 1 点 25 分，107
国道宜章往郴州方向一辆货车行驶至玉溪镇清
水村一处距离加油站约 50 米的路段起火，接警
后，宜章玉溪消防救援站立即出动 2 车、12 名指
战员赶往现场处置，经过约 20 分钟的扑救，成功
化解险情。
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只见道路上散落的货
物正在猛烈燃烧，火光冲天，不时发出“啪啪啪”
的爆响声，距离事发地点 50 米外有一处加油站，
现场情况十分惊险。
指挥员立即下达作战命令，一组队员联合交
警在周围设置安全警戒线，疏导过往车辆有序驶
离；另一组队员铺设两支出水干线对火势进行围
堵扑灭，阻止天空中的火花借助风势向加油站方
向飘散，防止次生灾害。
“从反光镜中看到一点烟，闻到一股臭焦味，
打开车厢门一看货物一下子就起火了！”据车主
介绍，车里装载的一批空调，见到起火后，他立即
利用上坡地形和车子惯性将车厢内着火的空调
向外甩出，避免火势蔓延至车辆油箱部位引发爆
炸危及不远处的加油站。
由于处置及时，未造成人员伤亡，一场火情
未酿成大祸。目前，
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之中。
记者骆一歌 通讯员陈传敏 何鸽波

长沙市开福区的赵某家住顶楼，
闲暇时，
他利用楼顶的大平台，
种了些菜。赵某的蔬
菜长势不错，
吸引了一群特殊的
“客人”
——
几只吃菜的斑鸠。赵某见状，
用铁笼、
米和木
棍做了一个
“机关”
，
先后捕得4只斑鸠。
今年疫情期间，
他为了给父亲补身子，
在明知国家禁止抓捕和食用野生动物的情
况下，
仍把两只斑鸠做了蒸菜，
麻烦也随之
而来……

抓斑鸠
“孝敬”
父亲坐上被告席
环保组织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男子被判参与3次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活动

两 只 野 生 斑 鸠 ，配 以 天 麻 、党 参 、枸 杞
……今年 2 月 12 日，长沙男子赵某特地为父
亲蒸了这样一道菜。本是一片孝心，却惹来了
大麻烦。
赵某抓到野生斑鸠是个意外。他在父亲
家顶楼平台上种上青菜，养了几只鸽子，想给
父亲补身体。青菜引来了几只斑鸠，赵某一口
气用铁笼子抓了 4 只。
因此，8 月 27 日，赵某坐在了长沙市开福
区人民法院的被告席上。
据悉，该案系长沙市首例由民间环保组
织提起的，市、区两级检察机关共同支持起
诉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也是湘江环境资源
法庭审理的首例野生动物资源保护公益诉
讼案件。

疫情期间用野生斑鸠给父亲补身体
按照赵某的说法，他原本是出于一片孝
心。自 2010 年起，赵某一直陪伴父母住在长
沙市开福区某小区。2019 年 4 月，赵某从花鸟
市场买来两只雌鸽子，关在白色的笼子里，笼
子放在父母家的顶楼平台上。赵某称，父母家
恰好在顶楼，空闲时，自己就在平台上种些蔬
菜，同时驯养鸽子。
赵某没想到，他种植的蔬菜吸引了一群
“客人”，几只斑鸠飞到天台，在菜地里吃蔬
菜。赵某见状，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他随
后跑到市场里花 60 元买了一个铁笼子，在天
台上用笼子、米和小木棍架好一个“机关”。
从 2019 年 5 月到 2019 年 9 月，赵某一共抓住
了 4 只斑鸠。他把斑鸠放在笼子里，和鸽子
一起喂养。

检察机关支持公益组织提起诉讼
经有关部门鉴定：送检的两只斑鸠均为鸟
纲鸽形目鸠鸽科珠颈斑鸠。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
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
名录》
（简称国家“三有”保护名录）规定，珠颈
斑鸠属于国家“三有”保护动物。涉案的两只
珠颈斑鸠价值为 600 元。长沙市森林公安局
支付了 2360 元鉴定费。
该案中，长沙市人民检察院发现需要提起
诉讼的情形后，于 2019 年 6 月 10 日向社会发
出公告，要求拟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机关或者
社会组织在规定时间内进行反馈。看到公告
后，长沙市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主动联系开福
区检察院，表示愿意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同时
申请检察机关支持起诉。长沙市人民检察院、
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检察院支持起诉。
检察机关认为，人为乱捕滥猎珠颈斑鸠，
将损害国家野生动物资源，甚至破坏生态系统
平衡，造成生态资源损失、损害公共利益。特
别是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对新冠病

毒肺炎开展的基因序列研究表明，尽管寄生物
种和具体传播途径不明确，但这种高致病性、
传染性病毒系从野生动物传播给人类。因此
擅自猎捕、饲养并食用未经检验检疫的野生动
物。可能会传播病毒、危害公共卫生安全，进
而危及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判决参加3次保护宣传活动
长沙市开福区法院审理认为，珠颈斑鸠属
于具有重要的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三有”
保护野生动物，系属于国家所有的野生动物资
源，对于维持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具有重要
作用。被告赵某为满足个人食用喜好，非法捕
猎“三有”野生动物珠颈斑鸠 4 只，并将其中 2
只食用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
物保护法》的禁止性规定，造成了野生动物自
然资源损失，危及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的平
衡，并给公共卫生安全带来了隐患，损害了国
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构成民事侵权，理应
承担相应的民事侵权责任。
法院支持了长沙市野生动植物保协会的
诉请，判决赵某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
偿国家野生动物资源损失 600 元，承担本案鉴
定费 2360 元，在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在市
级以上媒体公开赔礼道歉，在判决生效之后义
务参与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活动 3 次。
“本案对于禁止非法交易野生动物，革除
食用野生动物的陋习教育意义很大。”长沙市
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龙武茅表示，从教育意义出
发，让赵某参与到野生动物保护，从一个野生
动物的侵权者角色转变为爱护公益、保护野生
动物的倡导者和参与者，从社会功能来讲，更
具有价值，也是采取的一种替代性修复方式，
使他本人以及以身作法教育广大公众来参与
保护野生动物。

说法

本报记者周凌如 实习生喻志雪
通讯员刘笑贫 长沙报道

今年 2 月 12 日，正值新冠疫情期间，赵某
特地从笼子中取出两只斑鸠，将斑鸠蒸熟后端
给了自己的父亲食用。按照赵某的说法，父亲
身体不好，他特地把药材和斑鸠一起蒸了给父
亲吃，
是想给父亲补补身体。
两天后，长沙市林业和园林综合执法支队
找上门了，查获了剩下的两只斑鸠，移送到长
沙市森林公安局。后由长沙市森林公安局予
以放生。
赵某坦言，当时他从新闻里知道了防疫期
间禁止抓捕和食用野生动物，但是侥幸心理占
了上风，
“我以为禁令只涉及其他野生动物，而
且没有人知道我抓了斑鸠”
。

书院路民房起火被困者全被救出

捕猎
“三有”
动物
量刑标准是什么
对于“三有”动物，我国刑法及相关法
律规定，私自捕捉 1 只（条）就违法，捕捉
20 只（条）以 上 就 构 成 犯 罪 ，捕 捉 50 只
（条）以上就属于重大刑事案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第四十九条指出，违反本法第三十条规
定，生产、经营使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及其制品或者没有合法来源证明的非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制作食
品，或者为食用非法购买国家重点保护的
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或者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没收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和违法所得，
并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二倍以上十
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相对捕捉“三有”动物，处罚力度更大
的是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国
家一、
二级保护野生动物与列入《濒危野生
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
附录二的
野生动物以及驯养繁殖的上述物种。
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规定：非法猎
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
动物的，或者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
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
品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
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
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
财产。
记者周凌如

湖南好人

62岁的他在山顶度过24个春节
护林员坚守瞭望台，
柴刀劈出5公里
“上班路”
本报长沙讯 杜义彪是郴州市临武县西
山国有林场护林员，今年 62 岁的他坚守在西
山国有林场海拔 1580 米的三峰岭山顶瞭望台
已有 24 个春秋，每年春节都在瞭望台度过。
24 年来，他记录瞭望日记 4000 多篇，发现处置
本县及周边火警一百多次，对辖区内的山林了
如指掌。
1976 年杜义彪高中毕业后积极参加集体
生产劳动，同年 10 月他报名加入西山林场进
山公路的修建队伍，和同事们在大山深处举镐
挥锄、劈山凿石，一干就是 16 年。因杜义彪长
期以来的突出表现，西山林场党委在 1992 年
将他吸纳招工。自此，杜义彪成为了西山林场
的一名正式职工。当时他被安排在林场工区
上班，植树、辅育、防火样样工作抢在前，成为
工区的生产尖兵。1996 年 10 月，时任林场党
委书记高家兵找杜义彪谈话：
“你在工区工作
积极肯干，赢得了大家的充分肯定，现在党委
决定安排你去三峰岭瞭望台上班。”
三峰岭瞭望台海拔高，工作环境艰苦人尽
皆知。之前在瞭望台上班的两位护林员，都是
干了不久就要求换岗。杜义彪心想，越艰苦的
地方越要去，这就是挑战。他向林场领导承
诺：
“我服从组织安排，去三峰岭瞭望台。”第二
天，杜义彪挑着被盖，踩着流水冲刷出来的崎
岖小路，
来到三峰岭瞭望台。
“我既然选择了这个岗位，就要尽到这份
责任。”这是杜义彪常挂嘴边的一句话。林场
瞭望台在三峰岭顶峰，从林场场部去三峰岭要
经过八江水、雪花皮村、分水坳村，再从海拔
1090 米的分水坳上山走 5 公里羊肠小道，才能

到达三峰岭。每次上瞭望台，杜义彪都要带上
一把柴刀，边走边砍路边的荆棘、杂树。久而
久之，三峰岭的山上慢慢形成了一条小路，
“之”字型的山间小道从山腰一直蜿蜒到山
巅。杜义彪说：
“生活、环境的艰苦可以磨炼意
志。”瞭望台工作艰苦，环境恶劣，吃饭是个大
问题。每次下山，杜义彪总要准备好十天半个
月的粮油，干菜、土豆、咸菜成了他的家常菜。
上班时他带上望远镜每隔几分钟瞭望一次，并
把瞭望情况详细记录在值班日记上。一年下
来，值班日记能密密麻麻记一大本。当地村民
池兴仁评价说：
“老杜坚守瞭望台，森林安全有
保障。
”
2007 年 9 月，杜义彪发现武源乡麻树冲地
段林区发生火灾。他第一时间报告林场，火灾
被迅速扑灭。但是杜义彪担心死灰复燃，一个
人在瞭望台上连续看守了三天三夜，一有情况
立马汇报。2012 年 8 月，林区连续 2 个月干旱
无雨，瞭望台不能离人，杜义彪独自在瞭望台
看守一个多月。为了加强瞭望力量，杜义彪把
妻子也叫到瞭望台，夫妻俩一同成了森林防火
“哨兵”。 在瞭望台上的二十多年来，杜义彪
记录瞭望日记 4000 多篇，发现处置本县及周
边县火警 100 多次。杜义彪对辖区内的山林、
防火道路，河流、工区场点了如指掌，不仅可以
迅速精准地报告着火点的位置，还能依据风向
和烟火等情况，预估火情发展态势，为林场扑
火指挥提供参考意见。2015 年退休后，杜义
彪又被单位返聘到原岗位工作。
“我应该还会
再做两三年”
，杜义彪笑着说。
记者张沁 实习生任弯湾 李佳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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潇湘晨报大厦

本报长沙讯 8 月 26 日晚上 10 时 31 分，长
沙市书院路火把山社区外贸宿舍一门二楼发生
火灾，接到报警后，金盆岭消防救援站立即出动
三台消防车赶赴现场扑救。
到达现场后，消防指战员经侦查发现，二楼
火势处于猛烈燃烧阶段，火势突破窗口沿外墙向
三楼蔓延，大量浓烟往楼上蔓延，疏散楼梯已经
充满浓烟，据群众反映有多名人员被困，无法自
行逃生，人员情绪比较激动，现场大量人员围观。
指挥员立即命令警戒组做好现场警戒，灭火
组出两支水枪，一支水枪控制火势沿外墙蔓延，
一支水枪掩护搜救组救人，同时不断询问知情人
员，用最短时间确定被困人员位置，利用空气呼
吸器和他救面罩先后从三、六、七、八楼搜救出多
名被困居民，
火势也很快得到控制。
晚上 11 时许，明火基本被扑灭，经过搜救组
反复搜救并与社区工作人员确认，所有被困人员
被救出，清理完现场后撤离现场。
此次火灾共搜救出 4 人，其中两名儿童，一
名老人，一名女子。此外疏散多人，未造成人员
伤亡。
记者骆一歌 通讯员徐立

小伙练腹肌练成
“腰椎间盘突出”
本报长沙讯 当下健身已经成为一种流行
趋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热衷于健身。长沙 20
岁的小王就是如此。近日，小王在家上网学习练
腹肌一月后出现腰背痛，刚开始以为是过度锻炼
引起的肌肉酸痛，直至一月后在出现跛行、腰背
痛难忍由家人陪伴来到省第二人民医院脊柱外
科就诊。
经王军副主任医师看诊后诊断为腰椎间盘
突出症。予以立即完善相关术前检查及相应准
备于入院第二日在局麻下行椎间孔镜下髓核摘
除术，术后第二日予以指导下床活动，一周后康
复出院。
王军副主任医师介绍，腰椎间盘在脊柱的负
荷与运动中承受强大的压力。大约在 20 岁以
后，椎间盘开始退变，这便构成了腰椎间盘突出
症的基本病因。此外，腰椎间盘突出症还与一些
因素有关，如外伤、职业、遗传因素、诱发因素等。
在日常生活中，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好好
保护腰椎间盘。专家提醒，保持良好的生活习
惯，防止腰腿受凉，防止过度劳累。其次，站姿、
坐姿要正确。脊柱不正，会造成椎间盘受力不均
匀，是造成椎间盘突出的隐伏根源。正所谓“站
如松，坐如钟”就是这个道理。胸部挺起，腰部平
直。同一姿势不应保持太久，适当进行原地活动
或腰背部活动，可以解除腰背肌肉疲劳。
王军副主任医师提醒，锻炼身体请选择正规
场所及专业教练，切勿因不正确锻炼方式造成自
身损伤而不自知。
记者张树波 通讯员黄容 倪慧丽

老人发热关节痛都是细菌惹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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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彪。
图/受访者提供

邮编：
410004

报料求助热线：
0731-85571188

广告招商热线：
0731-85572288

发行投诉热线：0731-85573388

本报长沙讯 75 岁钟爷爷来自湖南岳阳，因
为一个月前无明显诱因出现胸背痛、咳嗽、头痛，
并且反复发热，最高体温可达 39.0℃，而且有关
节游走性疼痛症状，当时钟爷爷误以为自己得了
风 湿 病 ，在 当 地 治 疗 了 1 月 ，可 仍 然 会 间 断 发
热。日前，钟爷爷经介绍辗转来到了湖南省第二
人民医院呼吸及危重症医学科就诊。在呼吸及
危重症医学科的医生了解病史后，发现钟爷爷每
天都在家里放羊，科室马上进行相关的检查诊断
后，发现钟爷爷患上了一种罕见的疾病“布鲁氏
杆菌病”。
该院呼吸及危重症医学科主任曾祥伯副主
任医师介绍，布鲁氏菌病（brucellosis）早期难以识
别，是由布鲁氏菌（Brucella）引起的动物源性传
染病，人类常通过接触感染动物的排泄物，或者
摄入由感染或患病动物制成的食品而患病。患
者多表现为反复高热、大汗、乏力、关节痛、肝脾
及淋巴结肿大等症状。该病发病高峰位于春夏
之间，与动物产仔季节有关。我国以牛种菌和羊
种菌为主要的病原体。
目前钟爷爷治疗效果较好，
即将康复出院。
记者张树波 通讯员黄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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