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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电商公然售卖毒鸟药，还“指导”如何毒杀
据新华社上海 2 月 18 日电(记者兰天鸣、胡洁菲)近年来，

国内屡屡出现用剧毒农药毒杀野生鸟类事件，包括小天鹅、大
雁、野鸭等国家保护鸟类都惨遭毒手，数量之大，令人触目惊
心。记者调查发现，有电商平台公然售卖剧毒农药，并指导如何
毒杀野生鸟类，成为这类案件获取作案工具的重要来源。

“今晚吃鸡”成毒鸟药广告语

有网友向记者反映，在淘宝网搜索“野鸡药”“扁毛霜”等
关键词，出来大量售卖“毒鸟药”的信息。
记者查询发现，尽管商家展示图片只写着“大吉大利、今晚

吃鸡”等广告语，但询问后，商家都承认所售商品实为剧毒农药
呋喃丹(又名克百威、扁毛霜)，并指导如何用来毒杀野外鸟类。

除了宣传商品是“禽类呼吸终结者”，有商家还把买家毒
杀野生鸟类的现场做成集锦：有的鸟类尸体排成数排；有的凌
乱地堆在一起；有的鸟还一息尚存，脚和翅膀不停抽搐。

据悉，呋喃丹已被纳入国家农业部门制定的《限制使用农
药名录(2017 版)》，被要求“实行定点经营”“标签应当标注‘限
制使用’字样，并注明使用的特别限制和特殊要求”。

多位商家表示，售卖的呋喃丹并非“正牌商品”，为“个人
制造”，自己也是从别处进货，来源不方便透露。

舌尖上的“野味”还是“毒味”？

“在一些野味饭店里，珍稀野生鸟类有的售价高达数千
元。他们从狩猎者手中购买的价格有的也达千元。投毒成本
不仅低廉，用农药下毒也难被外人察觉。”来自河南的鸟类
保护志愿者老宋称这暴利如“天上掉钱，弯腰捡就行”。

“吃了被毒杀的鸟，人体不可能不受毒性影响。”浙江大学
农药与环境毒理研究所副所长桂文君解释说，呋喃丹属于剧
毒农药，人体中毒表现可能会有流涎、流泪、瞳孔缩小及肌束
震颤等症状。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森林公安法制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崇波表

示，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禁止生产、经营使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或者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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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食品。他警示说，对使用毒药
等禁用的工具、方法猎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和非国家重
点保护野生动物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

部门或其他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没收猎获物、猎捕工具
和违法所得，分别处猎获物价值二倍以上十倍以下和一倍
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同时，国家农业部门颁布实施的《农药经营许可管理办
法》也对网售农药行为作出过明确规定：限制使用农药不得
利用互联网经营。利用互联网经营其他农药的，应当取得农
药经营许可证。

斩断毒源 撑起野生鸟类保护伞

针对个别商家销售“野鸡药”违规商品的情况，淘宝网在
给记者的回复中写道，已开展排查工作，并依据国家法律法
规和平台规则，从严对违规商品进行下架处罚。但记者发现，
尽管一些“毒鸟药”已经被下架，但不少售卖商家店铺仍运行
正常。有人还给记者发来信息，表示可以“换个地方聊聊”。

艾力艾智库高级研究经理刘自然表示，平台要转变过
去的“事后监管”模式，将监管前置，尤其要利用大数据和人
工智能等手段，升级对售卖产品的识别力度，否则网售毒鸟
药只能是“按下葫芦浮起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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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成都 2 月 18 日电(记者吴光
于)2月 17 日夜，四川省内江市威远县，一
个破碎了 32 年的家庭终于在元宵节前盼
来了团聚。

50岁的张珊颤抖地从衣柜里拿出一条
珍藏了 32 年的裙子，交到泣不成声的妹妹
张登秀手中。1987 年，在新疆打工的张珊回
老家，给 17岁的妹妹带回了这件礼物。可惜
32年过去，她始终没有见到妹妹穿上它。

张珊回家的那天，兴奋的张登秀独自
赶往离家十多公里的马道子接她。可是，直
到张珊回到家都没有见到妹妹的踪影。一
家人慌了神，四处打听却始终无果。

87 岁的张利银还清晰地记得，那些
年，为了寻找女儿一家人经历的种种艰辛。
在女儿失踪后的头几年，夫妻二人曾三赴
山东、两赴河北寻找，每次一找就是一个多
月，花光了所有积蓄，还欠下不少的外债。

“我们沿着黄河一路找寻，一次又一次
地哭。”张利银说。

32 年来，张珊也一直心怀愧疚。“妹妹
找不回来，我只有替她多尽一份孝心，好好
陪在父母身边。”从此，她再未离乡，一直与
父母生活在一起，至今未婚。一年前，母亲
因病离世，弥留时仍牵挂着妹妹。

1600 多公里外的山西大同浑源县，
32 年来，一份牵挂也从未消逝。

2月 13 日下午 3 点，威远县公安局山
王镇派出所接到一起电话求助。电话中的
女子来自大同，希望派出所帮忙查证，30 多
年前是否曾有一名叫张登秀的女子失踪。

女子称，张登秀是自己的婆婆。30 多
年前，她在山王镇被人骗上车，辗转威远、
资中、成都，到了大同浑源县，尽管她多次
寻找亲人，但因通讯不便，婆婆也不识字，
无法写出家人的准确名字和地址，寻亲多
年未果。

民警通过“一标三实”系统查询发现，系
统中没有张登秀的户籍信息。“家人在她当

年失踪后曾经报过案，她的户籍信息早已注销，加之年代久远，
系统中并无记录。她也无法准确说出家人的名字，系统中查询也
无果。”民警表示。

考虑到她所说的父母曾在山王镇街上开面馆，民警找到
社区年龄较大的工作人员一起在街上走访，最终证实 30 多年
前，张利银一家在镇上开过面馆，有一名走失的女儿。

随即，通过户籍系统再次查询，民警电话联系上张利银的儿
子张登军，证实他的四姐张登秀的确于 32年前失踪。随后，张登
秀儿媳发来照片。张登军一眼便认出照片中的女子是四姐。

此时，距接到求助电话仅过去 3个多小时。
2月 17 日 21时 40 分许，载着张登秀的白色轿车缓缓驶

出收费站。“到了，到了！”激动的张登军奔了过去，拉开车门，
姐弟俩紧紧相拥，泣不成声。

18 日上午，张登秀一家来到山王派出所，为办案民警送
上锦旗，感谢热情相助。目前，当地公安机关正根据她提供的
线索对这起时间久远的拐卖妇女案件进行核查。

据新华社石家庄 2 月 17 日电(记者张硕、李继伟)河北
省邢台市近日上演了一出公交车追贼的“大戏”。

11 日下午 1时 39 分，河北省邢台市 101 路公交车停
靠在天一城公交站，在此候车的申女士第一个走到车门口，
临上车时两名男子在她背后挤了一下又离开，申女士进入
车厢后发觉自己的手机不见了。

此时，公交车还没起步，申女士在车内没找到手机，就
匆匆往公交车外面跑。

“那位乘客上车时，我注意到她身后有两个人挤她。”
101 路公交车司机毛泽楠说，他看到申女士下了车，在车门
附近拦住一名男子，还有一名男子骑着电动车向前走了。

毛泽楠停下车，打开车门，朝着正手足无措的申女士喊
道：“你上来，我帮你追！”申女士听到毛泽楠的呼喊，随即转
身跑上公交车。

毛泽楠再次驾车起步。25 秒后，公交车追出五六十米，
毛泽楠向右打方向盘，将公交车停靠在骑电动车的嫌疑男
子侧前方。

申女士跑下车，毛泽楠立即解开安全带，也追了出去。
乘客王文朝透过车窗看到嫌疑男子比较强壮，车上也

没有太多乘客，他也自发下车前去帮忙。
“那人还想扔下电动车逃跑，被我和毛师傅抓回来，毛

师傅还把他的电动车钥匙拔了。”王文朝说。
申女士的手机被顺利找回，嫌疑人最后被移交给了当

地警方。从下车到追到嫌疑人，前后不到 2 分钟。
毛泽楠返回公交车后立即向其他乘客道歉：“不好意

思，耽误了点时间。”乘客们则为司机的义举纷纷鼓掌。
今年 30 岁的毛泽楠退伍之后进入邢台市公交公司工

作。他对记者说：“这事儿他不能不管。”

“公交追贼”赛大片，前后不到 2 分钟

春节后第一周，基层干部工作状态如何？“新华视点”记者
在多地走访时发现，大多数基层部门年后“复工”状态较好，迅
速投入到各项办事服务工作中。然而也有个别人年后没能及
时收心。

各地节后严查督导，多数干部状态“在线”

为了督导节后工作状态，多地纪委监委派出巡查组对干部
作风和工作纪律执行情况进行专项检查，重点检查工作人员节
后是否按时到班在岗，工作时间内是否有玩游戏、上网聊天、上
网购物、看视频、做与本职工作无关的娱乐活动等现象。从检查
情况看，绝大部分工作人员都能按时到岗，严格遵守工作纪律。

“今天多少人请假？”“请假手续是否完备？”2月 11 日是
节后上班第一天，重庆市渝北区派出 3个督查组，对全区 12
个单位采取专项检查、明察暗访、系统大数据筛查等方式开展
作风专项督查。渝北区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负责人骆潇
说，今年的督查结果显示，各单位到岗到位情况良好，未发现
无故不到岗情况，工作状态也明显提升，节后第一周区政务服
务大厅实现群众“零投诉”。

春节后第一个工作日，记者在河南省漯河市的部分行政
单位窗口和办事大厅看到，大部分单位工作人员都已经按时
到岗，开始帮群众办理手续。早上 9 点，在漯河市公安局沙北

分局李集派出
所户籍室，有
好几名群众在
排 队 办 理手
续。该所的户
籍民警说，一

般节后都是农民工外出务工的高峰，为了方便农民工出门使
用身份证，当天不到 8 点，派出所就开门接待群众办事，比正
常工作时间有所提前。

记者 15 日在天津市南开区凤园北里社区居委会了解到，
该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不仅节后迅速回归到为民服务岗位上，假
期里还有不少人帮助居民解决问题。居委会主任李娟说，只要
百姓有需求，无论是否过年放假，都是工作人员的上岗时间。

记者查询部分城市的市长公开热线、政民互动网站发现，
这些热线电话或网上服务平台在节日期间和上班之后都能够
及时服务、反馈。长春市市长公开热线自 2月 4 日至 10 日累
计处理市民投诉 5900 余件，节后的市民投诉建议也都得到了
快速回复处理。

少数人作风懒散未收心，有的工作日午

间饮酒受处分

记者调查发现，有一些基层单位的工作人员还停留在过
年时的闲散状态，没能及时收心。

云南省纪委监委网站发布的石屏县纪委监委节后纪律作
风检查情况中说，个别基层单位存在请销假制度执行不规范、
干部去向公示牌更改不及时等情况。浙江苍南县纪委检查发
现，个别单位存在少数工作人员上班迟到、考勤不规范和上班
时间玩游戏等问题。
在一些窗口单位，少数工作人员工作状态明显“不在线”。记

者 14日在重庆两江新区政务服务大厅内看到，一些“闲置”窗口
的工作人员打起了哈欠，大厅内的服务人员则自顾自玩起了手
机，有市民前来办事也未起身引导。在一个工程建设服务窗口，
工作人员还为坐在一旁的孩子辅导起了作业。在天津一家基层

公共服务中心，记者看到，一名身着辅警制服的工作人员靠
在照相窗口边的服务台前睡着了，过往群众对此颇有微词。

一些地方对节后工作不在状态现象进行调查处理。河
南省伊川县智慧政务服务中心成立调查组，对工作时间 10
多个服务岗位电脑关机、工作人员看视频、喝茶聊天的情况
进行调查了解，对不遵守纪律等行为进行严肃批评。

山西阳泉市纪委监委网站 14 日通报了两起春节后工
作日午间违规饮酒问题。阳泉市国有资本运营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债权管理部副经理马文彪和阳泉市国有资本运营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投融资管理部经理弓宏章 2
月 12 日午间饮酒，造成不良影响，分别受到警告处分和党
内严重警告处分。

为民服务好状态要时时处处保持

一些受访人士认为，当前，社会各界对高效便利的政务
服务需求越来越高，政府办事和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应该
随时保持好为民服务的好状态，在过年过节之后更是应该
迅速归位。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徐行说，新年伊始工
作千头万绪，基层干部的工作作风直接关系到百姓生活，关
系到政府形象，各地必须严查督导，保证各项工作尽快就绪。

徐行等专家和部分群众建议，一线工作人员要提高主
动性，变外部监督推动为自觉主动，真心实意帮助群众、服
务社会。“在日常服务中还要解决好‘门好进脸好看事情仍
然不好办’的问题，要尽可能帮助百姓办成事，推进各项改
革持续深入。”徐行说。(记者刘硕、柯高阳、翟永冠、宋晓东、
尹思源) 新华社北京 2 月 18 日电

节后第一周，基层干部状态“上线”了吗

▲ 2 月 18 日，志愿者们与王承林老人（右二）合影。

当日，浙江省慈溪市钱海军志愿服务中心的青年志愿者带着小志愿
者们来到 82 岁的空巢老人王承林家中，与老人一起做花灯、聊家常、吃汤
圆，还烹制了一桌团圆饭。这是钱海军志愿服务中心的志愿者们连续第六
年在新春期间陪伴空巢和孤寡老人共度传统节日。 新华社记者徐昱摄

“爱心团圆饭”

（上接 1 版）“去年，到村里的游客从上一年的 2 万多人次增
至 8 . 2 万人次，乡村旅游越来越火爆。”兰念瑛说。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通过发展智慧农业、健康旅游、
新能源等生态绿色产业，江西经济的“绿色含量”稳步提升，“绿
色红利”加快释放。

2018 年，江西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8 . 7%，增速连续四年位
居全国“第一方阵”，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
达 33 . 8%，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 44 . 8% ……

江西省发改委主任张和平说，今年江西将进一步提升绿色
发展水平，力争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达到
35%，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到 45 . 8%。

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自然生态要绿水青山，政治生态要风清气正。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西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着力净化

政治生态，营造廉洁从政良好环境。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江西
弋阳大鹏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黄长林对这句话记忆犹新。

作为一名企业经营者，他对这几年江西干部作风的转变深
有感触。“过去逢年过节，一些企业主会到政府部门走动走动，送
点礼物，如今就算有人想送，干部也不敢收了。”

四年来，江西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省委
下发文件坚决全面彻底肃清苏荣案余毒，对涉及苏荣案的 43
名党员领导干部依纪依法作出严肃处理。江西坚决纠正选人用
人不正之风，保持了反腐败斗争高压态势，政治生态不断优化。

干部敢于担当、善于干事，是一个地方发展的决定因素。
2018 年 5月，江西省委召开全省作风建设工作会议，针对一些
干部身上存在“怕慢假庸散”等作风顽疾进行“大扫除”，要求各
级干部以“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感、“坐不住”的责
任感，惜时如金推动江西发展。

对慢作为、不作为、假作为的，不敢负责、不敢碰硬的，江西坚
决处理、果断调整。江西省纪委监委等部门开展明察暗访，江西广
播电视台等媒体开设专栏每天曝光作风顽疾，建立完善工作考
评、容错纠错等机制，全省政风为之一振，干部作风为之一新。

没有坐等出来的辉煌，只有实干出来的精彩。行走在赣鄱
大地，处处涌动着干事创业的热潮：在赣州市，一客商投资的中
药制剂项目，20 万土方仅用 15 天就实现土地平整；在萍乡市，
一客商投资的风电叶片项目，从建厂到投产不到 100 天……

从力克“怕慢假庸散”之风，到建章立制鼓励干部勇任事敢
担当；从“降成本优环境 152 条”到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群众办事
“只跑一次”或“一次不跑”；从营造政策最优、成本最低、服务最
好、办事最快的“四最”营商环境，到创建忠诚型、创新型、担当
型、服务型、过硬型的“五型”政府，江西各级干部迸发出强烈的
进取精神。

“干部作风是政治生态的晴雨表。”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江
西省吉安市新圩镇新圩社区居委会主任杨慧芝说，“现在大家有
一个共同感受，干部推诿塞责少了，深入企业群众服务多了，与
老百姓更亲了！” 新华社南昌 2 月 18 日电

（上接 1 版）——— 气压低饭煮不熟。那时候站里没有高压
锅，只能吃夹生饭，经常消化不良，闹肚子。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陈金水和同事筚路蓝缕，艰苦创业，
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用铁锹、十字镐刨开坚硬如石的冻
土，在县城附近的山坡上平整出 625 平方米的标准气象观测场。

“冻土地有点像水泥地，一铲子铲下去，一镐子抡下去，有时
只能凿出一个白点，手都震得疼。大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
没有人叫苦叫累。”陈金水回忆道。

1965 年 10月，安多气象站拔地而起，填补了世界气象史
上的一个空白。

气象部门用“百班无错情”的荣誉，衡量气象观测员的敬业
精神。西藏首个“百班无错情”的奇迹，就诞生在安多，诞生在陈
金水和同事手里。

退休以后的陈金水，不曾有片刻忘记那片承载他青春和事
业的土地。2013 年，79 岁的陈金水重返安多。

“除了坡还是那个坡，一切都变了！安多气象站发生这么大
的变化，离不开改革开放后国家翻天覆地的变化。安多气象站
的发展进步是中国气象事业发展进步的缩影。”陈金水感慨道。

“陈金水艰苦创业、爱岗敬业的精神犹如一座丰碑，激励鼓
舞着一代代人扎根安多，奉献高原。”安多气象局局长王亚说。

传梦·传业·传精神

安多气象局大院里，一口水井至今仍在“坚守岗位，发挥余热”。
1979 年，为了解决吃水难题，陈金水和同事艰苦奋斗 61

天，从冻土层下挖出一口深 14 米的水井，后来这口井被命名为
“金水井”。

安多县气象站成立后，一代代气象人进驻安多，守望藏北，
喝着金水井的清水，发扬艰苦奋斗、爱岗敬业的精神，传承着陈
金水开启的气象梦。

今年 51 岁的拉巴顿珠 2003 年和妻子米玛潘多一起从申
扎气象局调到安多气象局，一干就是 13 年。为了工作，拉巴顿
珠把两个孩子分别寄放在拉萨和日喀则的父母和岳父母家。他
说：“没办法，气象观测经常去野外，顾不上孩子。”

“80 后”的洛松拉姆，2012 年从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大气探
测专业毕业后，到安多气象局工作。刚来时，气象局人手紧缺，
临近预产期的洛松拉姆主动申请到岗值班。2015 年，洛松拉姆
的妈妈突发脑溢血，正在野外观测的她匆忙赶回昌都市芒康县
老家时，老人已经离世。

“90 后”的仓拉，大学毕业后到那曲市索县气象局工作。
2018 年，得知安多气象局人员紧缺，她主动申请从海拔不足
4000 米的索县调入安多。

气象观测要求有连续性、代表性、精确性，如此方能为气候
研究提供准确的数据积累。因此，每一份数据都弥足珍贵。

有一次，大风把日照自记纸吹跑了，全局的人一直追到几
公里外的河边。老气象员多布杰一次发报时，突然肚子疼，但坚
持完成发报，最后拉到了裤子里。

正是凭着这种执着认真的精神，安多气象局积累了上百万
个气象数据。这些数据，成为研究青藏高原气候变化、青藏铁路
建设、防灾减灾的科学依据。

——— 安多天气变化复杂，年平均雷暴日数达 90 天以上，年
平均冰雹日数超过 70 天，均为全国之最。气象灾害多发，可能
威胁过境安多的青藏铁路、青藏公路、兰—西—拉光缆、格—拉
输油管线。安多气象局为科学减灾抗灾提供及时、准确的气象
灾害监测信息服务。

——— 为“青藏铁路工程与冻土相互作用及其环境效应”等科
研课题无偿提供了 20 多万组气象数据和大量的气候分析报
告，为青藏铁路建设中克服冻土等世界性难题立下汗马功劳。

——— 不间断记录气象数据半个多世纪，取得连续的气象资
料，成为研究青藏高原气候变化的宝贵财富。

世界气象组织的一位官员曾这样说：安多气象站是中国人
为全世界做出的一个贡献。

走进安多气象局的资料室，翻开一沓沓泛黄的记录本，只
见表格笔直，画图精细，数字工整。这些正是陈金水等人 1966
年一笔一画书写的气象记录本。

如今，这些记录已成为安多气象局的珍宝。它们讲述着那
个年代的敬业品格、奉献精神，激励着后人奋勇前行。

梦想，就这样因一人而起，又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新华社拉萨 2 月 18 日电

解码风云录 逐梦天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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