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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鸫筑巢阳台生下6个“宝宝”
鸟类专家称在居民区繁殖不常见
晚 报 讯 一对乌鸫不请自来，
在家住市区学田南苑一户居民住宅
的阳台上筑巢， 还生下了六只乌鸫
小宝宝”。4月16日，郑才姬老人开心
“
地告诉前来采访的记者：“欢迎这对
乌鸫来作客，做窝建巢生育更多的小
宝宝，给我们一家带来好运和喜气！”
郑才姬老人是浙江人， 今年85
岁， 从老家迁居南通生活已有60多
年。“
我和老伴周献忠都是从南通制
药厂退休的，这么些年一直住在学田
南苑14幢201室。上月17日，我们夫妻
俩和小儿子一起回到浙江老家；4天
之后返回南通时，发现自家客厅东侧
户外阳台上，来了一对鸟儿一直在跳
上跃下、转来转去；这两只鸟体型和
八哥差不多大小， 全身羽毛为黑色，
嘴和眼睛周边呈橙黄色。 当时，我们
也没有太在意。没想到，过了几天，我
们惊讶地看到这对鸟已在阳台上搭
了一只鸟窝。 ”郑才姬老人介绍，
“
经
专业人士辨认，这种鸟名叫乌鸫。 ”
郑才姬说，上月27日，她注意到

六只肉乎乎的乌鸫“
小宝宝”惹
人怜爱。
朝晖
鸟妈妈先是在窝里生了两只蛋，随
“
六只蛋生下后，
后，又生了四只蛋。
这对鸟就轮流在窝里孵蛋了。 到这
个月15日，六只蛋全部成功孵化，窝
里挤着六只肉乎乎、 眼睛还没能睁

开的鸟宝宝。 ”郑才姬说，她和老伴
看了很开心。
郑才姬告诉记者， 这对乌鸫警
惕性很高， 一旦发现阳台窗户有响
动，它们就会立即飞开；确认没有危
险后， 它们接着飞回耐心照顾鸟宝
宝；为此，她和老伴能不开阳台上的
窗户就不开， 以防惊扰这个温馨之
家。“现在，鸟妈妈每天上下午给鸟
宝宝们喂食一次。 ”郑才姬说。
16日下午， 记者就此事采访了
我市一位鸟类专家。 这位专家说：
“乌鸫是鸫科鸫属的鸟类，分布于欧
洲、非洲、亚洲，常栖于林区外围、小
镇和乡村边缘、甚至瓜地，亦见于平
野、园圃、乔木上，以及有时在垃圾
堆附近觅食，是杂食性鸟类。雄性的
乌鸫除了黄色的眼圏和喙外， 全身
都是黑色。 乌鸫在每年的4至7月开
始繁殖，每窝产卵4至6枚，由雌鸟孵
化。 孵化期14至15天， 雌雄共同育
雏。乌鸫在居民区筑巢，并不常见。”
记者 周朝晖

装有560吨管桩的重载船舶深夜遇险

7个多小时施救挽回损失60余万
晚报讯 记者昨天从如皋地方
海事处获悉，本月13日晚间，于如皋
东司马港河曙光大桥西侧， 一艘载
运560吨管桩的船舶触碰水下障碍
物致船体破损进水下沉。 如皋地方
海事处执法人员接警后迅速赶赴现
场施救，船舶最终脱离危险，挽回经
济损失60余万元。
当晚7时许，从如海运河汤始建
华建材（南通）有限公司码头出发前
往通州张芝山的兴垛机91688号船

舶载运560吨管桩，行驶至当地东司
马港河曙光大桥西侧约200米处，船
体触碰水下不明障碍物， 致船底破
损大量进水，船舶开始下沉。如皋地
方海事处接警后， 立即指挥船舶采
取自救措施， 海事处和城郊所相关
负责人带领执法人员迅速赶赴事发
现场实施紧急救助。
到达事发地后， 海事人员发现
船舶进水速度很快，险情难以排除，
立即采取大功率水泵抽水、 用缆绳

固定船体、准备堵漏材料、联系潜水
员水下堵漏等措施。同时，在事故水
域实行临时交通管制， 指挥船舶有
序通过，确保航道畅通。 次日上午，
又调来浮吊船卸载管桩。 该船舶共
载运管桩108根，每根管桩长达1013米，重达5-6吨，操作难度较大。
海事执法人员没有丝毫松懈， 全程
现场监管。 经过7个多小时的卸载，
遇险船舶成功脱险。
记者李彤 通讯员周来如 周广胜

拖欠74名工人194万元工资后藏匿
一企业负责人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获刑2年
晚报讯 我市一家纺织企业的
负责人在拖欠74名工人194万余元
工资后，抛下公司，以虚假身份证明
藏匿起来。近日，如东县人民法院以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 一审判处被
告人钱某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15
万元。
今年41岁的钱某系南通某纺织
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因经营不
善， 公司从2013年11月份起开始拖
欠工人工资，至2015年1月，公司共
拖欠74名工人工资合计1942302元。

2015年1月中旬，钱某以出去借
钱发工资为由，弃企逃跑，并以虚假
的身份证明藏匿于如皋市， 从此与
外界失去了联系。接到工人投诉后，
如东县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向该
纺织品有限公司先后留置送达 《劳
动保障监察举证通知书》《劳动保障
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责令钱某支
付所拖欠的工人工资， 但钱某一直
未予理会。 后钱某被公安机关抓获
归案。
归案后， 钱某如实供述了自己

的犯罪事实。
如东县法院审理认为， 被告人
钱某以逃匿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的
劳动报酬，数额较大，经政府有关部
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 其行为已构
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 被告人钱
某归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
系坦白，可以从轻处罚。钱某在庭审
中自愿认罪，可酌定从轻处罚，遂作
出上述判决。
记者冯宏新
通讯员陈向东 曹俊

运营滴滴顺风车
有啥“门槛”“规矩”？
南通市交通运输局就市民咨询作详解

民生
热线
12345 有事找政府
85110110 新闻 110
晚报讯 滴滴顺风车在市民
日常生活中“出镜” 频率越来越
高， 为方便市民出行提供了一个
新的选择途径和渠道。为此，不少
市民向南通市政府公共服务中心
“
12345”热线平台提出咨询，了解
滴滴顺风车运营条件和有关处罚
规定。 4月16日，南通市交通运输
局就市民咨询的相关问题作出详
细解释。
南通市交通运输局在感谢广
大市民对滴滴顺风车予以关注的
同时， 通过政府热线作出调查反
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改革
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
导意见》（国办发 〔2016〕58号）明
确：私人小客车合乘也称为拼车、
顺风车， 是由合乘服务提供者事
先发布出行信息， 出行线路相同
的人选择乘坐合乘服务提供者的
小客车、 分摊部分出行成本或免
费互助的共享出行方式。 私人小
客车合乘有利于缓解交通拥堵和
减少空气污染， 城市人民政府应

鼓励并规范其发展，制订相应规定，
明确合乘服务提供者、 合乘者及合
乘信息服务平台等第三方的权利和
义务。
南通市交通运输局指出， 南通
市人民政府2017年2月28日制订了
《关于推进市区出租汽车行业健康
发展的实施意见》（通政发〔2017〕16
号），其中对“顺风车”作如下规定：
规范私人小客车合乘。 私人小客车
合乘（拼车、顺风车），是由合乘服务
提供者事先发布出行信息， 出行线
路相同的人选择乘坐合乘服务提供
者的小客车、 分摊部分出行成本或
免费互助的共享出行方式。 私人小
客车合乘不以盈利为目的， 分摊的
部分出行成本仅限于燃料成本及通
行费等直接费用。 不得以私人小客
车合乘名义提供网约车经营服务。
南通市交通运输局特别提醒：
滴滴顺风车入口接单并不能认定即
为顺风车行为， 顺风车是不以盈利
为目的的，要根据具体行驶路线、接
单次数、收费多少才能具体认定，若
虽然从顺风车入口进入， 但实际从
事的仍然为网络预约出租， 则需要
根据 《南通市市区网络预约出租汽
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规定，车
辆及人员均需要办理相关证件。 一
般情况下，对因上下班顺路，且一日
内不超过3次使用滴滴顺风车平台
进行拼车的行为予以认可。
记者周朝晖 （报料人酬金30元）

民警巡逻捡钱包
半小时物归原主
晚报讯“
真没想到还能找回
来， 钱包里是我打工大半个月的
工资，还有好几张银行卡，警察同
志，太谢谢你了! ”4月15日上午，
在如皋打工的吴先生从白蒲交巡
警中队民警手中接过失而复得的
钱包时激动不已。
当天上午10时40分， 如皋白
蒲交巡警中队民警朱剑在辖区巡
逻执勤时， 忽然发现路边有一黑
色钱包， 里面装有数张银行卡以
及2000多元现金。 丢失这么多贵
重物品，失主一定很着急。民警四

处打听，但附近居民都表示不知情。
随后，民警走访和调阅了监控，并仔
细清点查看包内物品， 发现一张银
行卡的背面有签名。 民警迅速根据
线索寻找， 不到半个小时就确认了
失主吴先生的身份信息和联系方
式。而此时，接到电话的吴先生正在
焦急地寻找钱包。
随后， 失主吴先生急忙赶到了
现场，经过再次核对，民警将钱包归
还。吴先生激动之余，取出部分现金
要当面酬谢，被执勤交警婉拒。
记者龚丹 通讯员谢寅 姚杰尘

《养生堂》主讲嘉宾张晔、赵之心教授全国畅销书籍
《糖尿病饮食运动用药自我管理全书》免费发放，仅限 2 天

零售价 49.9元

由中国老年保健协会糖尿病专业委员会举
办的
“
糖尿病爱心互助公益行动”，自进入南通以
来共举办科普健康讲座 20 余场， 发放糖尿病等
慢病科普书籍近 3 万本，发放血糖仪、血压计 2
万多台。
近年来， 中国糖尿病发病率呈“爆炸式”增
长，糖尿病及其造成的心、脑、眼、肾、足等并发
症，给患者本人及家庭造成严重伤害和极大的经
济负担。
得了糖尿病，每天吃什么？吃多少？运动量多
少？尤为关键，但由于各种食物种类数不胜数，糖
尿病患者一不小心多吃几口，可能血糖就会升高
几个单位，那么，糖友究竟应该吃什么？ 怎么吃？

吃多少？ 怎样运动？ 怎样食动平衡才能保证既吃
饱吃好营养均衡，而且血糖还不升高呢？
为了让糖友能科学准确地掌握属于自己的
饮食食谱和科学运动，本次爱心互助公益行动免
费向糖友发放“我国著名营养专家、央视及各大
卫视营养运动栏目特邀主讲嘉宾”张晔、赵之心
教授全国畅销的《糖尿病饮食运动用药自我管理
全书》科普书籍，仅限 2 天。
该书通俗易懂，图文并茂，详细介绍了三
百余种日常食物的热量是多少、主要营养有哪
些、哪些食物升糖指数高、哪些食物能辅助降
血糖以及如何科学运动等， 本书均有详细介
绍，是一部能帮助糖友自我管理饮食运动的好

工具。
本活动为公益活动，不办理邮寄服务。 本市
满 60 岁的中老年糖友凭身份证或相关证明拨打
电话 66695599 报名，即可免费领取张晔、赵之心
教授主编的 《糖尿病饮食运动用药自我管理全
书》科普书籍一本。 同时，还有机会报名申请参加
张晔教授 4 月 22 日的“非药控糖新方法”大型公
益科普（南通站）讲座及申领爱心互助公益行动
援助物资。
公益活动领书热线：66695599
领 书 截 止 时 间 ：4 月 17 日—18 日 下 午 五
点半 过时不在发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