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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裂民房还挖人祖坟？

村民控诉“野蛮矿企”

  2020 年 12 月中旬，安徽省六安市霍邱
县马店镇四平山村村民反映，安徽省霍邱县
与河南省固始县交界处有一座名为裂头山的
山体，固始县金山石料有限公司在爆破时，炸
裂了附近村民住房。此外，该企业还在夜里挖
掉了附近十余户村民的祖坟。
  2012 年，安徽因环保要求关闭了山区周
围所有的采石场。2016 年，河南省固始县金山
石料有限公司开始在裂头山采矿。2020 年 12
月，记者先后两次出入矿区，均被跟踪。12 月
17 日夜间，记者乘附近居民的车辆到金山石
料有限公司门口后，随即被一辆车跟踪尾随至
矿区村庄。12 月 18 日上午，记者到矿区旁的
村庄时再次被跟踪，在矿区附近，两名男子在
车里拉起警笛，告诫“采矿重地，闲人免进”。
  四平山村多位村民的房屋被炸出裂缝或
坍塌，一些裂缝从屋顶延到地面，甚至可以从
屋内看到屋外的光。2020年5月中旬夜间，该
企业将附近10余户村民的祖坟挖了之后，第
二天才电话通知村民。

小区“泡”在污水中？

怨声载道盼解决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建设路铁三局家属
院南门主干道上，常年污水横流，臭气熏天。
这不仅给生活带来了不便，还大大降低了周
边居民的生活质量，大家怨声载道，希望相关
部门尽快解决。

精装房漏水率达 80%，

这房子还要住多久？

  爆料者称，山西省太原市万科蓝山 13 号
楼交房 3 年了，80% 的业主家里都漏水。每
天不是这家就是那家，从未消停。开发商说 2
年质量保证期已过，有的还不给修，希望有关
部门协调一下。

供热“简直就是噩梦”？

取暖费涨了，室温不“涨”

  爆料者称，今年吉林省白山市虹桥热力
公司的供热“简直就是噩梦一样”。三九天，家
里只有十一二摄氏度，穿羽绒服都冷，睡觉得
盖两层被子，还得开电褥子，水管有时候都被
冻住。
  爆料者称，供热公司的电话打不通，无处
反映问题。打 12345 ，就给回复一个短信告诉
已经受理。每年交三四千块钱取暖费，但进入
供暖期以来，室内温度就没到过 18 摄氏度。
今年白山的取暖费每平方米上涨了 2 元，涨
价不反对，但是希望烧得暖和一点，最起码物
有所值。现在疫情防控形势严峻，我们想在家
做饭，减少外出就餐，但水管冻住了没有水
啊。希望问题能得到解决！

废水直排，水体乳白？

下游就是自然保护区

  2019 年 8 月，福建省绿家园环境友好
中心志愿者在泉州市永春县铅坑石灰岩矿
的纳污河道中发现大量乳白色水体，遂向相
关部门进行了投诉。接到投诉后，永春县生
态环境局调查后反馈称，涉事企业水质 pH
值经检测未超标，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
准》。
  但永春县生态环境局对污水的色度、悬
浮物未进行检测，对河道中出现大量乳白色
水体是否合理的问题也未回应。村民称，该废
水直排现象已存在 10 年以上，废水直排的坑
仔口溪为西溪上游，最终汇入拥有多个自然
保护区的泉州湾。石灰岩矿开采产生的废水
虽不含有毒物质，但需回收循环利用，直接外
排对河水硬度、水生生物都存在较大影响。
        整理：本报记者郑明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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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沈阳 1 月 13 日电（记者曹智、陈梦
阳、孙仁斌）沈阳，常住人口超过 830 万人的东
北中心城市。
　　 2020 年底，当地出现本土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一场全民战“疫”随之打响。截至 1 月 12
日 24 时，此次疫情全市已有 37 例确诊病例。
　　 2021 年初，一场严寒袭扰全国。沈阳，滴
水成冰。
　　三九时节，我们选取普通的一天作为“时间
切片”，走近不同时段坚守岗位的人们，还原这
座城市的抗疫战寒 24 小时。
　　 24 小时很短，只是历史长河中一个瞬息，
我们希望，许多年以后，人们还能记得那些坚守
的身影；24 小时很长，这是抗疫时光中一个缩
影，我们希望，春光烂漫时，人们不会遗忘这寒
冬里的暖流……

  【时间】1：00
　 【地点】皇姑区塔湾明廉封闭管控区
　 【人物】沈阳市交通警察局皇姑大队
     三中队中队长：杨琛

　　凌晨 1 时，寒风中，杨琛又一次上岗。
　　站在明廉路交通岗，荧光绿色的警服很亮
眼。望着安静的街道，他说：“半夜车少，但也是
精神最紧张的时候。我们得打起十二分精神，不
能让一辆车离开封闭区。”
　　疫情发生以来，杨琛开始了 24 小时勤务
模式，值守封闭管控区夜班岗位已有半个多月。
作为中队长，他把最艰苦的夜班留给自己。“就
像上战场，你不带头，别人怎么能跟上来？”
　　冷，早已习惯，心，坚如磐石。
　　夜色中，杨琛挺了挺胸脯，抬头望向远方：

“我跟大伙说，咱们在这站岗，是为家人站岗，也
是为沈阳城站岗。为了控制疫情，就要把自己

‘钉’在岗位上！”

　　【时间】3：02
　　【地点】沈北新区虎石台
　　【人物】沈阳瀚洋环保实业有限公司
     医疗废物清运员：杨宁

　　灯光柔和，街道空荡荡。
　　 42 岁的杨宁身穿防护服，和同事于洋一
起开着厢式货车向市区赶去。沈阳市有 150 多
个隔离酒店，他们负责去收集涉及新冠肺炎病
毒医疗废物。
　　气温-23 ℃，下车前，杨宁深吸一口气，打
开车门，冲进夜色里。于洋停好车，匆匆跟上。板
房里，两人填好登记表，拖着消过毒的黄色垃圾
桶往外走，里面装的是集中隔离人员的医疗和
生活垃圾。
　　用力把 40 多公斤重的垃圾桶搬上车，两

人的护目镜蒙上一层水汽，很快结成了霜；口罩
冻了又化，化了又冻，他们不以为意。
　　“出来一趟 4 至 5 个小时，车子装满后运
到工厂无害化处理。喘口气，再跑下一趟。”疫情
发生后，一线的 40 多名员工基本“连轴转”。
　　防疫期间无法回家，妻儿常给杨宁发微信
叮嘱注意安全，有空时他就回复几句。
　　“把本职工作做好，让疫情早点过去，大家
伙的好日子不就都来了嘛？”雾蒙蒙的防护面罩
后面，依稀能看到杨宁咧开嘴笑。

　　【时间】7：30

　　【地点】铁西区西站社区

　　【人物】“油条夫妻”：李明、王丽梅

　　“滋啦、滋啦……”面团在油中打个滚，香气
四溢，金灿灿的油条冒着热气出锅了。
　　一阵紧张忙碌后，李明夫妻俩推着三轮车
来到核酸检测点，为工作人员送上早餐。
　　 2020 年初疫情发生后，夫妻俩自掏腰包，
给一线工作人员送了 2 个多月油条、豆浆，被
人们称作“油条夫妻”。
　　如今疫情再现，夫妻俩又“坐不住”了。“去
年怎么做，今年还怎么做！”李明说，从元旦到现
在，他们每天提供八九十份早餐。发放完早餐，
他们收拾一下，又变身志愿者，协助采集点测量
体温、维持秩序、运送物资……
　　“3 年前我跟爱人来到沈阳，沈阳人热情，
没把我们当外人，现在沈阳有困难，为大家做点
事儿，也算是尽一份心。”妻子王丽梅说。

　　【时间】9：00
　　【地点】和平区沈阳集中救治中心
　　【人物】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症科医生：朱然

　　 9 点，朱然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带着舱
内医生的医嘱和患者的各项检验数据，她要向
国家卫健委派来的专家组逐一汇报，制定点对
点的治疗方案。
　　 2020 年底，朱然临危受命作为医疗队队
长带队进驻新冠肺炎集中救治沈阳中心。
　　汇报完工作，朱然和专家们进舱查房，对患者
的俯卧位治疗、呼吸机等，她都要细致调整。
　　这些工作刚忙完，她接到报告：“一位重症
患者呼吸衰竭，要立即进行通气治疗和 CT 检
查！”“马上到位！”朱然斩钉截铁，带着 4 位医
生、6 位护士赶到病房，携带氧气瓶、ECMO、监
护仪、呼吸机、各种药物插管，把患者送往 CT 室
检查。各项救治措施随之有序开展，一分钟、两
分钟……患者状况好转，医护们松了一口气。
　　抹去额头的汗水，朱然走出工作区：“重症
科医生就是要和死神抢人。我们会守护每一位
患者的生命，绝不后退！”

　　【时间】12：05

　　【地点】浑南区恒达路

　　【人物】美团“骑手”：小月月

　　午饭时间，小月月正忙得不可开交。穿着厚

厚的黄棉服，戴着头盔口罩，这个 24 岁的女
孩穿梭于各个商铺与小区之间。
　　“我老家在锦州，每年过年都要回去。今年
赶上疫情，不知道还能不能回得去，这可能是我
第一次在外面过年。”小月月拎着一兜蔬菜说。
　　疫情发生后，一些商家暂停营业，外卖订
单少了许多。小月月仍坚持工作。“现在人们
都减少出门了，很多人靠点外卖解决一日三
餐。”小月月说，送完外卖经常会收到客户的
感谢，下雨下雪天被顾客叮嘱：不急，路上小
心……点滴小事聚在心里，让她倍感温暖。
　　从 2019 年开始，这个女孩就穿梭在沈
阳的大街小巷，她和沈阳一起挺过了 2020
年春的疫情，她相信这次同样能挺过去：“我
喜欢这座城市，我愿意为这里的人们送去饭
菜，我也期待着疫情早点过去，我想在沈阳有
属于自己的家。”

　　【时间】14：30
　　【地点】皇姑区北飞社区
　　【人物】沈阳医学院
     尼日利亚留学生：梅西

　　“妈妈，这个‘大白’是个外国人！”在第三
轮核酸检测点排队人群中，一个小女孩指着
身穿防护服的梅西好奇地说。

　　梅西向小女孩比了个爱心，孩子被逗笑
了。几个居民站得很近，他快步上前做个手
势，用流利的汉语说：“对不起，请保持一米距
离。”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走来，他跑上去扶
住老人送到门口。
　　沈阳医学院派出了 110 名青年志愿者，
帮助社区核查信息、维持秩序。梅西等外国留
学生自告奋勇参加。
　　“我是尼日利亚的孩子，也是中国的孩
子。去年疫情期间，我们留学生得到很多帮
助，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手拉着手，一起渡过
难关！”
　　梅西已在沈阳生活了 6 个年头，对这里
的一草一木充满感情。寒风中，他握紧拳头，
对着镜头喊道：“中国，加油！沈阳，加油！”

　　【时间】19：10
　　【地点】大东区八王寺街
　　【人物】沈阳新北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外网巡查员：朱光壁

　　 58 岁的朱光壁从抢修点气喘吁吁跑回
换热站，扒了两口饭，抓起手套，骑上电动车，
又开始了外网巡查。
　　严寒给供暖带来挑战，不久前一次抢修
中，他和同事在户外连续作业大半天，双脚都
被冻伤了。
　　经过层层登记、测量体温、扫码等环节，
朱光壁进入 5 号换热站。一次网供水温度、
二次网供回水温度……朱光壁将数据抄在表
格上。晚 9 点前，他要把辖区内 16 个换热站
的数据回传到主控中心。
　　“我们的供热涉及沈阳市三个区，公司 6
台锅炉已全部满负荷运行。”朱光壁边走边
说，嘴边呼呼冒着白气，“不少老百姓在家配
合抗疫，暖气必须烧好，关键时候，不能掉链
子！”

　　【时间】22：15

　　【地点】沈河区文荟社区

　　【人物】社区干部：霍福红

　　办公室里灯火通明。霍福红吃过盒饭，和
大家一起忙着整理居民核酸检测的数据。
　　文荟社区下辖 10 个小区，5600 余户，
总人口近 1.3 万人。十多名社工忙得脚不沾
地，工作到半夜是家常便饭。
　　疫情发生后，刚当妈妈的霍福红把 5 个
月大、还没断奶的孩子送到母亲家，投身
抗疫。
　　该到小区巡查了，霍福红擦了擦眼圈，笑
了笑，站起身说：“等孩子长大，会觉得她的妈
妈，为了她，也为沈阳，干过一件很棒的事
儿！”
　　午夜的沈阳，车辆稀少。城市，已沉沉睡去。
热爱她的人们，仍然在许多岗位上、许多角落
里，守望着、盼望着又一个黎明和下一个春天。
    （参与记者：李铮、王莹、白涌泉、
      丁非白、于也童、高爽、朱辉）

沈阳：一座城的抗疫战寒 24 小时
  扫描二维码，观看
新华社融媒报道《沈阳
抗疫战寒 24 小时》

　　新华社上海 1 月 13 日电（记者王辰阳、许
东远）新华社客户端“全民拍”栏目上线后，持续
关注生态环境领域各种乱象。近日，“全民拍”
曝光了在淘宝、拼多多等电商平台上，非法电鱼
器具公开售卖的情况。
　　记者首先尝试用“电鱼”作为关键词搜索，
平台上没有出现任何商品链接。但是记者将关
键词更换为“逆变器”“电瓶捕鱼”等之后，各类
电鱼器具的商品链接映入眼帘。
　　在淘宝上一家名为“巨丰新能源逆变专家”
的店铺中，顾客可以买到标价 128 元至 678 元
各种大小的“浮力王”电鱼器具。买家点评里

“好评不断”，有买家表示“打了条六斤多的大鲤
鱼，第一次搞到这么大”，更有买家晒出成果，大

大小小被电击的鱼儿在盆内奄奄一息。记者尝
试点击，平台提示“该视频不符合互联网安全规
范，暂不支持播放”。显然，平台对非法电鱼已
有察觉，但为何没有进一步封禁店铺呢？
　　拼多多平台的情况类似，在一家名为“好大
力科技”的店铺中，显示已拼售出约 600 件“全
能浮力王”等非法电鱼器具。有买家评价，“我
朋友在实体店买的都没有我的好用”。记者咨
询客服后，对方表示商品都有现货可以直接拍
下，包售后且终身维护，商品配有使用说明书，
如果不会使用也可以随时咨询。
　　从 2021 年 1 月 1 日起，长江流域重点水
域 10 年禁渔已经全面启动。将于 3 月 1 日起
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明确规

定，严厉查处电鱼、毒鱼、炸鱼等破坏渔业资
源和生态环境的捕捞行为。2020 年 7 月，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切实做好长江流
域禁捕有关工作的通知明确，聚焦生产厂
家、电商平台、渔具销售店铺等市场主体，依
法严厉打击制造和销售“电毒炸”工具、非法
网具、禁用渔具以及发布相关非法信息等违
法行为。
　　西南大学渔业资源环境研究中心主任姚
维志表示，电鱼对生态的危害极大，违法渔获
物之外，很多未被捞出的生物可能因遭电击
丧失繁殖能力，导致其数量减少，甚至会对整
个生态链造成破坏。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也发文表示，

严禁为违法出售、购买、利用禁止使用的捕
捞工具提供交易服务。记者以消费者身份
致电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方表示可
拨 打 1 2 3 1 5 热 线 向 各 地 市 场 监 管 部 门
举报。
　　随后，杭州市市场监管局投诉电话客服
表示，投诉已分送到淘宝网注册地所在的杭
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管局处理，工作人员会在
15 至 30 个工作日内展开调查，作出是否立
案决定，通常 90 日内办结，特殊情况可延长
至 120 天；上海市市场监管局投诉电话客服
表示，在 1 至 7 个工作日内，拼多多平台所
在地上海市长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
会来核实情况，进行处理。

非法电鱼：电商平台岂能助纣为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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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树造林减碳：“中国绿”的世界意义

  扫描二维
码 ，看“中 国
绿 ”的 世 界
意义

  2000 年以来，全球新
增绿化面积的四分之一来自
中国。中国西南地区的陆地
生物圈已成为中国最大的碳
汇地区，约占中国陆地碳汇
的 31.5%，遥遥领先于其他
地区。

抗疫战火正紧，河北萌娃们一夜长大

  扫描二维
码，萌娃助威
团 送 给 你 小
心心

  河北抗疫，战火正紧，河
北萌娃们仿佛一夜之内长大
了，以他们特有的方式对在
抗疫一线奋战的爷爷奶奶、
叔叔阿姨，特别是爸爸妈妈，
说出了他们的心声——— 谢
谢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