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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公告
●成都建中铁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注册号：5101000002
23002）公章（编号：51010086
96236）、法人章（罗昌仁、编
号：5101009300508）财务专用
章（编号：5101008696238、510
1009300504）遗失，特此声明
作废。

●四川百得豪斯文化旅游发展
有限公司开户行许可证， 核准
号:� J6510110509201，账号:51050�
142620800002480开户行 : 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第
二支行遗失作废，特此声明。
●四川达美宾果教育咨询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 (9151011��
5MA6CPM5H6P)遗失作废

● 成都兴城人居地产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商业招租公告
现有我公司位于成都市高

新区天和路54号锦尚天华1栋
3层1号（603.88平方米）商业
物业进行招租，本次招租标的
物概况具体详见成都市公共
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官方网站：
http://www.cdggzy.com

房屋租售
●羊西写字楼出租18980882511

招 商
●售养老办学场地13348937994
●医院转合作托管13981909958

搬家公司
●宏运搬家84442888★85147988

濒危物种
保守估计数量可能不到500只

10月30日，有德阳爱鸟人士在旌
湖拍摄到青头潜鸭踪迹。

“青头潜鸭又来德阳了！”当天
德阳观鸟爱好者罗义华在朋友圈发
布了照片，消息一发布，引来四川观
鸟圈不少网友前往德阳观鸟。

“青头潜鸭是比大熊猫还少的
鸭子，这是第三次光临德阳。”德阳
观鸟爱好者罗义华说，青头潜鸭是
极危珍稀水鸟，比大熊猫还稀少，
2016年在旌湖首次现身引起很大轰
动，没想到去年、今年冬天，青头潜
鸭如约来到德阳。

接下来10多天时间，罗义华每天
都在旌湖岸边拍摄青头潜鸭倩影，
每当拍摄到精彩的片段，他都会发
到朋友圈或者观鸟论坛，这是他退
休生活中的一件乐事。

据了解，青头潜鸭曾是我国常见
的候鸟之一，但是由于栖息地的破坏
和人为狩猎，其种群数量急剧下降，只
剩下比大熊猫数量还少的1000余只个
体，更有保守估计，其数量可能不到
500只，已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
危物种红色名录，等级为最高级别
——“极度濒危”，属于极危鸟类。

安排投食
为迁徙途中鸟儿设立“加油站”

5天前，德阳市区旌湖黄河桥至青
衣江桥河道边，一名身穿救生衣的男
子站在湖里的一个竹筏上，将一大袋
玉米倒入竹筏上的两个大盆中。

不一会儿，就吸引了几名过路
的市民围观，一位市民疑惑地问道：

“这是在干什么？”“投食，给湖里的
鸟吃。”竹筏上的男子大声回答。原
来，这名男子是德阳博爱陆生野生
动物救护中心的工作人员，按照德
阳市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站
的安排，他们于本月8日正式启动了
今冬旌湖候鸟的投食。

德阳博爱陆生野生动物救护中心
主任舒照友介绍，按照相关安排，今
年在旌湖首次投食，一共投食200斤
玉米。“后期我们会根据鸟儿数量，以
及觅食的情况，适当进行补充。”

“在旌湖设置了6个投喂点，相当
于为迁徙途中鸟儿设立‘加油站’，
在食物匮乏期补充一点能量。”德阳
市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站站
长马永生介绍。目前采购了4000多元
的玉米，随后会根据气候和鸟粮的
消耗情况，再决定采购鸟粮。11月8日

启动后，将持续到明年3月，候鸟结束
越冬期迁徙离开为止。

引发争议
是爱心之举还是违背自然？

问题来了，这种为鸟儿安排“伙食”
行为引起了争议，有人点赞有人忧。

点赞者认为，这是爱心之举，冬
季为鸟投食，解了候鸟“粮荒”，确保
野生鸟类平安度过食物匮乏期。

“这个季节，遥远北方冰天雪地，
鸟儿相当于‘逃难’飞往南方，它们在
德阳短暂停留，尤其一些老弱病残，
为它们提供一点食物补充，它们才能
安全过冬。”罗义华认为，为越冬的鸟
儿适当提供食物，是非常有必要的。

反对者认为，旌湖河段，有鱼
虾，鸟儿可以自己捕食，人工投食背
自然规律，让鸟儿形成依赖、丧失野
外生存能力，人为改变野生动物自
然习性将不利于野生动物的种群生
存和繁衍。

网友“小旋风”说出了自己的担
忧，他介绍，过度投喂也会引发一些
问题，比如在日本鹿儿岛，就曾出现
过问题，因为过度投喂，导致原本分
散的鸟群变得集中起来，这种情况
下，如果发生疫情，被感染的鸟类则
会增加。

专家看法
短期、适度投放问题不大

“随着鸟儿增多，现有的食物就
会出现短缺。”德阳观鸟协会副会长
李涛表示，目前鸟儿开始增多，一些
候鸟已经到达旌湖，旌湖里鸟儿多
的时候，达到上万只，人工投食只能
在冬季食物匮乏期适度进行。

“候鸟应以觅食为主，加以辅助
投食的原则进行保护，投食玉米主要
针对鸭、雁类迁徙的候鸟。”李涛介
绍，严格来说，不主张人工投食，但是
短期、适度投放的话，问题不大。

就在几天前，李涛也向德阳市
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站建
议：投放食物的竹筏尽量离人群远
一点；适度投放，比例合理，让候鸟
能增强体质顺利越冬。

“每次投放，都会对鸟儿觅食情
况，投放数食物量进行记录。”舒照友
介绍，投食的工作人员都是德阳动物
园的专业饲养人员，有长期饲养和照
料动物的经验，在投放过程中也会坚
持“适当”的原则。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明平
受访者供图

比大熊猫还少的青头潜鸭现身德阳旌湖

为鸟儿安排“伙食”
有人点赞有人忧

专业人士：人工投食只能在冬季食物匮乏期适度进行

每到冬季，越冬候鸟都会成群结队地在德阳市区旌湖栖息，这是
德阳这座生态田园城市最富有生机活力的时期。8日，在旌湖黄河桥
至青衣江桥河道边，一名身穿救生衣的男子站在湖里的一个竹筏上，
将一大袋玉米倒入竹筏上的两个大盆中，引来野鸭子前来啄食。

德阳在旌湖设6个点，为迁徙途中鸟儿设立“加油站”，安排“伙食”。这样
的方式，有人点赞有人忧。支持者认为，冬季为鸟投食，解候鸟“粮荒”，确
保野生鸟类平安度过食物匮乏期。反对者认为，河中有鱼虾，鸟儿可捕
食，投食违背自然规律，这样会让鸟儿形成依赖，丧失野外生存能力。

想尽办法劝阻电梯吸烟者难见效

他竟挥起了拳头……

小解家住广元市利州区
万源新区，这里原本是农村，
现已发展成城市新区，小解和
他同村的人，也都住进了这些
新修的高楼里。

一年多前，小解一家搬进
了新房，一幢楼26层，他住在
12层。以前小解在成都上班，
回到广元后，在离家近10公里
的一家公司上班，后来他认识
了现在的妻子，今年年初，他
妻子怀孕了。

住进新房、妻子怀孕，原
本双喜临门，但却也让小解
从此开始烦恼。自从妻子怀
孕后，不抽烟的小解发现，很
多时候和妻子上下楼时，会
看到一些住户带着点燃的烟
进入电梯，致使电梯内烟雾
缭绕。

“我因为公司离家较远，
每天早出晚归，除了放假，平
时每天早晚坐两次电梯，经
常会遇见抽烟的。而妻子怀
孕在家，要经常上下楼，很多
时候会遇见。”7日，小解回想
起在电梯里的遭遇，就感到
很气愤。

7日下午，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来到小解所住
小区，看到电梯内有两处明
显 的 禁 烟 标 志 ，一 楼 电 梯
外，还有一张“乘梯须知”，
其中第八条为“保持清洁，
禁止吸烟”。

随后，记者随机采访了
几位上下楼的大妈，她们证
实，确实经常有住户在电梯
内吸烟。不过，也有一位早
出晚归的大姐表示，她没有
遇到过。

对于经常发生的住户电梯吸烟一事，小解从
此记在了心头，想着如何来制止这一行为。今年7
月，小解突然来了灵感：画禁烟漫画贴在电梯里。
这对于有平面设计基础的小解来说，并不是难
事。于是，他利用上班空闲时间，画了两幅漫画。

漫画画好，小解拿回家告诉了妻子，也得到
了妻子的肯定。那天，小解选择了晚上11点后进
入电梯，将两幅漫画分别贴在了两部电梯内。这
个漫画的事情，也被一些住户传到了微信群里，
得到了好评，但大家均不知是谁所画。

听到赞扬声，小解心中高兴。但是，漫画仅仅
“存活”了不到10小时。下午小解下班后，发现电
梯内的漫画已经被扯掉。不过，小解这次没有放
弃，他又画了两幅漫画，又在夜晚偷偷贴在了电
梯里，但仍然只“存活”了不到10小时。

漫画第二次被扯掉后，小解放弃了。一个多
月前，小解的妻子在孕检中，被查出有甲减，可能
会影响胎儿的神经发育，医生也开了药。虽然不
能确定是否是吸二手烟所致，但小解从此变得更
加敏感，这让他决定继续开始“抗烟”斗争：面对
面劝说电梯内抽烟的住户。

在小解的印象中，随后的几天时间里，他劝
说过4位在电梯内抽烟的住户。每次劝说时，小解
都会指着电梯内的禁烟标志，然后告诉对方：电
梯内不能吸烟。不过，据小解说，对方会回答他

“关你啥事”“那么多人都在抽”……
“只有其中一位住户，当时他带着小孙子，我

劝说无果后，他的小孙子说‘老师就是说电梯内
不能抽烟’，然后那位大爷才掐灭了烟头。”

劝说多次无效，小解
不得不再次放弃“抗烟”。
当遇到电梯内有人吸烟
时，他和怀孕的妻子选择
下一趟电梯。不过，多次

“抗烟”无效的小解，最终
还是爆发了。

10月25日早上8点，
小解独自一人下楼上班，
电梯在9楼停下了，50岁
的李大爷进入电梯，手中
的烟并没有掐灭。小解指
着电梯内的禁烟标志，说

“电梯内不能吸烟”，不过
李大爷并没有理他。

7日下午，小解介绍，
出了电梯后，他以为事情
就这样过了，但李大爷说
了一句“关你啥事”。小解
告诉李大爷：根据四川省
公共卫生管理办法第三
章第25条4小节规定，不
能在电梯里吸烟。

“结果他回答说‘你
去告啊！’这让我很无语，
我当时很想告诉他这是
错误的，于是说我们去前
面的矛盾调解大厅问问，
看你做的是否正确。我心
里想会有懂法的人告诉
他不正确，但当时还没人
上班，结果李大爷很不耐
烦，我当时一下就冒火
了，先是跟他发生言语冲

突，接着发生拉扯，我就
卡住他脖子把他推到了
玻璃门上。”小解说，后来
他松手后，李大爷向前
了，但并没有打到他，而
他开始挥拳头打在了李
大爷的头部，“确实打了
好几下，耳朵也流血了”。

后来，在一位大妈的
劝解下，双方冷静了下来，
李大爷的左耳也裂开了，
流血了，后来，李大爷的儿
子将其送到了医院治疗。
李大爷的妻子称，李大爷
的耳朵还缝了针。

“我提着水果到医院
道了歉，我妈妈也每天给
李大爷送饭到医院，但赔
偿现在没有达成一致。”
小解说。8日上午，当地派
出所组织小解和李大爷
进行了调解，但双方仍未
达成一致意见。

该小区物业的一名
负责人介绍，该小区属于
安置房，共有2000多户，
以前这里都是农村，大家
刚刚进入城市，生活上有
一些陋习，比如在电梯内
抽烟，不过这是他们多年
来养成的习惯，需要慢慢
改，社区和物业也会加强
宣传教育，引导大家改掉
陋习。

如何才能有效推动
公共场所禁烟呢？对此，
绵阳师范学院法律援助
站站长李强老师表示，中
国很早就加入了世界卫
生组织，但目前我国还没
有一部全国性的控烟法
律，一般是各个地方性法
规，这是法律的缺位。因
此，要有效推动公共场所
禁烟，首先要推动全国性

控烟法律的立法，让公共
场所禁烟更加有法可依，
更加引起大家的重视。

绵阳师范学院社会
学老师蒋洪则表示，要
有 效 推 动 公 共 场 所 禁
烟，就要加大控烟监督
执法力度，职能部门要
加强对公共场所控烟监
督，严格执行相关控烟
制度。而且，禁止公共场
所吸烟，就要像禁止酒驾
一样，立法动真格，才会
起到更好的作用。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汤小均 摄影报道

中国有句俗语：“老掉牙”，在大
部分人认知中，缺牙是年龄过大的
一种自然现象，殊不知，这种想法可
能并不全对！牙周病是引发掉牙的
一大主要原因。
80岁的老人至少应有20颗功能牙

据世界卫生组织2001年提出的
牙齿健康标准——8020，即80岁的老
人至少应有20颗功能牙。据第三次全
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在我国
80%以上的60岁老人缺牙超过3颗。
做好早期防治 助力健康好牙！

牙齿缺失会
导致面部变形、牙
槽骨萎缩、诱发胃
肠疾病，严重影响
中老年人晚年生
活质量及寿命。如
早期积极防治牙
病，老年人也可拥
有一口健康牙齿。
老年人体质减弱、
口腔修复能力降
低，除了养成良好

的卫生习惯外，还应每半年到口腔科
进行检查，出现缺牙及时补牙。
牙科大咖免费科普讲座
还有20个智慧牙名额免费送！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口腔知识，11
月16日和23日，由奥运冠军张湘祥、
张丹、宋妮娜等参与助力、由中国老
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发起举办的“乐
活口福加油站——智慧种牙体验
会”将特别邀请到牙科大咖来到现
场，进行免费的口腔健康科普讲座。
现场还将送出20个智慧种牙体验名
额，10个500元种牙礼金，5个1000元
种牙礼金，2颗烤瓷冠，1颗种植体。另
可现场报名成为会员，享受超多独
家福利：各种嚼值口福主题宴、周边
主题游等。拨打四川名医健康热线
028-69982575了解详情报名。

一直以为“老掉牙”，可能是错的！“元凶”竟是……

本周，种牙可免费！

一个准爸爸
的抗烟斗争

23岁的广元人小
解，搬进电梯高楼一
年多了，妻子也即将
临盆，原本是一件幸
福的事情，却因为他
和怀孕的妻子经常在
电梯里遇到抽烟的住
户，让他开始了漫长
的“抗烟”斗争：他画
了禁烟漫画，在晚上
无人时偷偷贴在电
梯，却在不久后就被
扯掉；他好言相劝过，
但也难以见效……

10月25日，他在
劝阻一名在电梯里抽
烟的住户时，对其挥
拳相向，致使该住户
住院治疗，小解也面
临着赔钱甚至法律的
处罚。11月8日上午，
当地派出所组织双方
进行了调解，但双方
未达成一致意见。

烦恼
妻 子 怀 孕 在妻 子 怀 孕 在

家家，，经常在电梯里经常在电梯里
遇见抽烟者遇见抽烟者

抗烟
画漫画贴在电梯里画漫画贴在电梯里，，面对面面对面

劝阻难见效劝阻难见效

冲突
打伤吸烟者打伤吸烟者，，双方未就赔偿达成双方未就赔偿达成

一致一致

5日，李大爷已经出
院。7日晚6时许，记者见
到了李大爷，他左耳的伤
口已经结疤。不过，李大
爷表示，他目前仍感觉耳
朵有些不舒服。

对于事发当时情况，
李大爷介绍：当时他在家
里烟还没抽完，电梯来了
后就直接进入了电梯，小
解就指着禁烟标志说“电
梯不能抽烟”，但李大爷
并没有回答，而是掐灭了
烟，并在随后出了电梯。
但小解又说要到法院（楼
下是一个法治广场）去，
然后说了一些“大道理”。

“他说了那么多，我
还是要说一句话，我就说

‘清早八晨的，你走你的

路，电梯里又不是我一个
人在抽烟’，就是这句话，
他就开始动手了，我一直
没有还手。”李大爷说。

在李大爷老婆提供
的一段监控视频上，记者
看到，小解确实对李大爷
挥拳相向，一位穿红衣服
的住户将两人拉开。不
过，小解也提供了一个视
频，上面显示，李大爷出
电梯时，烟并没有熄灭。

在和李大爷一家的
交谈中，他们也承认在电
梯抽烟是一种陋习，而且
确实有很多人在电梯里
抽烟，但这是他们几十年
来养成的习惯。经过这件
事后，李大爷表示自己不
会再在电梯里抽烟了。

目前仍感觉耳朵不舒服，
不会再在电梯里抽烟了被打者：

工作人员在旌湖里的投食点为鸟儿提供“伙食”

小区电梯门口的“乘梯须知”

小解以前画的禁烟漫画

禁止公共场所吸烟，
就要像禁止酒驾一样专家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