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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生活 下来慢

电
话

距巴国城19公里工业园，水公
铁交通枢纽旁标准厂房11.7米
层高，10t行车，50年出让地，
2300元/平起，可蒸汽接入

厂房租售

18623049966
023-47633266

综 合 服 务
本版只提供信息，不做法律依据，交易前请严查相关文件

接房通知
尊敬的金科空港城业主：

金科空港城北区住宅4、5、6栋，南区住宅8、9栋、
商业A1栋经竣工验收合格已具备交付条件。请北区
4、5、6栋业主于2018年9月26日9:00时至17:00时，
南区住宅8、9栋、商业A1栋业主于2018年9月28日
9:00时至17:00时分别前往金科空港城南区大门口
（原销售部旁）处办理接房手续，接房时请按《接房通知
书》、《接房须知》等内容备齐资料，如：购房合同、按揭
合同、房款缴费依据、大修基金票据，代收费（契税）等
缴费凭证及产权人身份证、一寸彩色登记照片贰张等
办理接房和登记产权的相关手续。

接房地址：重庆市渝北区观月大道498号
咨询电话：物业023-67388906

地产023-6342 3888 6342 3999
特此通知！

重庆金科坤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二○一八年九月十九日

● 遗 失 重 庆 耐 斯 特 科 技 有 限 公 司（账 号
31190401040004608）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
潼南大佛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42013101作废●遗失重庆耐斯特科技有限公司印鉴卡作废

注销公告
经融乐之家重庆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500103MA5YTX195E）股东会决议决定解散本
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请债权人在2018年9月19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2018年9月19日
减资公告:重庆大恒建筑智能化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226671021208Q)经公司股东会研
究决定拟将注册资本由1200万整减资为600万元整。
根据《公司法》规定，请债权人自公告发布45日内向本
公司申报债权并办理相关手续。特此公告.

●遗失王莲保险执业证02000250010680020170301280作废●周磊保险业执业证遗失02000150010680020180601935作废●李华鹏保险执业证遗失02000150010680020180600803作废●李强保险执业证遗失02000150010680020180600629作废
注销公告：公司因故解散，请债权人、债务人持有
效证件于本公告之日起45天内来我公司清算债
权、债务。公司债权债务清理完毕后将向工商部
门办理注销登记，逾期责任自负。特此公告。重
庆曼超科技有限公司（91500108MA6005KX90）
注销公告：根据重庆垠欣商贸有限公司2018年9
月18日股东决定，本公司决定解散，按照《公司法》
一百八十五条之规定，请债权人在本公告刊登之
日起四十五日之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办理债务
清偿或债务担保事宜。联系人：陈洁

遗失重庆格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重庆龙山支行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6530025171701，账
号：11301137301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武隆县小菠蜜蜂养殖专业合作社（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3500232563466867R)成员大会决议，
本社拟将解散注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
合作社法》规定，请债权人于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
权人到本社办理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遗失重庆中地六合测绘技术有限公司开具给重庆市
渝北区国土资源管理分局的重庆增值税普通发票，
发票代码：5000174320，发票号码：08697790、
08697791、08697792，金额：100000 元、100000
元、90530.82元：,特此声明第二联发票遗失作废
遗失九龙坡区西彭聚源电器商行重庆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九龙坡支
行铝都分理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530029282901， 账 号 ：
0414040120010000033，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奥雅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19352742323G）股东会研
究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
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到
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铂爵汽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93459975390）股东会
研究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在
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
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巫山县津津有味餐饮文化有限责任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7MA5U4XMQ84）
股东会研究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
定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到本公
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正玉金属物资回收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3581481243W）股东会
研究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在
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
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五特商贸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5002275951655163）股东
会研决议，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
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人到
本公司办理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昂森建材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223MA5YNUBN22）股东会研
究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在
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到本公
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凌驰建材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223MA5YNFKP53）股东
会研究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
规定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
人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彭水县汇聚水果种植专业合作社（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243MA5UDL255F）成员
大会决定，本社拟将注销。根据《农民专业合作社
法》规定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之内，请债权人到本
社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
注销公告：经重庆优舶品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500905007905985）股东会研究决定
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在登报
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
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营缮堂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6331672733P）股东
会研究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
定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到
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渝北区鸿涛制冷设备经营部遗失中国银行重庆龙溪支
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55450302）声明作废●渝北区铂涛制冷设备经营部遗失中国银行重庆龙溪支
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2798500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经重庆联都物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00628640821）股东研究决定本公司拟将注
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
相关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务清尝手续。
声明:遗失重庆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开给原璧山县市政园林管理局的重庆
市统一综合发票 1 份:发票代码
250000900231 票号 03662691 金额
17500.00元，特此声明作废。
声明:遗失重庆大学开给原璧山县
市政管理局的重庆市统一综合发
票1份:发票代码250000900231
票号04699540金额30000.00元，
特此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忠县海河工艺品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35889151124）股东
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在登报
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
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彭水县佳欣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243MA5YQ82N11）股东会研
究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在
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到本公
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遗失2011.5.11发重庆信义再生资源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500223000008635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信义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注
册号500223000008635）股东会研究决定本
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在登报之
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
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黄勃然遗失重庆市璧山区妇幼保
健院住院医药费专用收据一张，开
票日期 2018 年 5 月 16 日，编号
006228667，合计金额3221.58元，
特此声明第一联遗失作废。
经济技术开发区靓车居汽车美容服务部（纳
税人识别号 92500108MA5UGFJM2W）遗
失重庆市国家税务局通用定额发票一本100
张（每张金额5元），代码150001623825，号
码23119401—2311950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政垚建材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500105MA5U7TDP8N）股东
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在
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到本公
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春凯沥青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14MA5U5FL995）股东会决
议，拟将注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在
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
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18年9月19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万州区冯平蔬菜种植场(社会
统一信用代码:91500101084698126B)投资人决
定，本企业拟注销，按《个人独资企业法》规定，请
各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之内到本企业
申报债权。联系电话:15084448588，联系人:冯平

声明：遗失重庆宏源勘测设计有限公司开给重庆
裕 鑫 城 市 建 设 投 资 有 限 公 司（税 号 ：
91500240686217350W）增值税普通发票3份，发
票代码：050001800104，发票号码：06209819；
06209818；06209817共计24万元，特此声明作废。
声明：汪红云遗失购买万达文化旅游城购房的相关收
据编号及金额如下：房号T8-1001定金收据编号
0018067，金额20000元；首付款收据编号0022092，
金额 146101 元；代收费收据编号 0022093，金额
15868.03元，房号T8-1006定金收据编号0018068，
金额 20000 元；首付款收据编号 0022090，金额
144649元；代收费收据编号0022091，金额15824.47
元，以上收据全部遗失，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合渝供电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500112MA5YNY89XR）股东会
决议，拟将注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请债
权人债务人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办理
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18年9月19日
注销公告：经彭水县晓红山羊养殖专业合作社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243565616988D）成
员大会决定，本社拟将注销。根据《农民专业合
作社法》规定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之内，请债
权人到本社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

遗失蒋代丽渝C9K998营运证500225002860作废。陈勇渝D355Y0道路运输证遗失作
废。重庆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长寿分公司渝BF3583营运证500115039695遗失作
废。蒋志伟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500113006049 遗失作废。董志刚从业资格证
5001130010103008344遗失作废。唐国强渝CUM855营运证遗失。木森物流公司渝
D78366营运证遗失。宋伦江从业资格证51120319780813139X遗失作废。卡乐公司渝
BQ5679 营运证 500110006781 渝 BU0826 营运证 500110025337 渝 BR8756 营运证
500110016462遗失。胜丰公司渝BU5726营运证500110027730遗失。重庆捷可达汽车
运输有限公司渝BQ9529营运证500110010845遗失。重庆弘睿物流有限公司渝D62310
营运证500110080841遗失作废。速驰公司渝B78Q78营运证遗失作废。唯丹公司渝
BR0117营运证遗失。鸿山公司渝B936L1营运证500103021050遗失作废。骏泰物流公
司渝B33N99营运证500110032550渝D18J78营运证500110070459遗失。轩勃公司渝
D24435营运证500110084126遗失。双旭公司渝BS0919营运证500110017940遗失。

遗失2008.1.15发原潼南县双江镇管店蔬菜专业合
作社营业执照正副本500223NA000283X作废
注销公告：经原潼南县双江镇管店蔬菜专业合作社（注
册号500223NA000283X）成员大会决定，本社拟将注
销。根据《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定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
之内，请债权人到本社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
注销公告：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拟将注销重庆迅鸣
人 力 资 源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 注 册 号
500105002061703），请债权债务人于45日内到
我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重庆
迅鸣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9月19日
减资公告:重庆派爱方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110MA5UJGT05K)经公司股东会研究决定
拟将注册资本由1000万整减资为510万元整。根据
《公司法》规定，请债权人自公告发布45日内向本公司
申报债权并办理相关手续。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重庆博恒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2230953376416)经公司股东会研
究决定拟将注册资本由300万整减资为30万元
整。根据《公司法》规定，请债权人自公告发布45日
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并办理相关手续。特此公告.

遗失公告
遗失原重庆市沙坪坝区华艺百

货公司远祖桥门市2006年 12月
28日核发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5001061800313及公章声明作废
声明：自然之宝生物科技（深圳）有
限公司遗失中国建设银行重庆市
分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J6530077417301 账 号
50050107420000000198，声明作废
声明：丰都县胜翔物流有限公司以
下车辆：渝GD0518；渝GD0522；
渝GD0552因车辆转卖，报废原因
未在公司营运，现声明注销以上车
辆。特此声明。
重庆奔挥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M0812渝
BM6987渝BM6377渝BP0897重庆驰丰汽
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长寿分公司渝BB1551
渝BB9689渝BB9688渝BD0603渝BD0651
渝BD0672渝BF2038以上车辆与公司失去
联系，经多方寻找无结果，请车主登报之日起
3日内到公司交清税费、保险、审车，否则公司
将向车管部门申请灭失注销，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根据重庆市涪陵区羴奔山羊养殖专业合作社（以下简
称“本专业合作社”）2018年 9月 17日全体成员决定，本专业
合作社决定解散，根据《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四十三条之规定，
请债权人在本公告刊登之日起四十五日之内向本专业合作社申
报债权，办理债务清偿或债务担保事宜。联系人：杨绪波
注销公告：经重庆爱下面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注册
号500905008243326）股东决定，拟将注销本公
司。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
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
续。特此公告 2018年9月19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爱圣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12MA5U3WY2X6）股东会决
议，拟将注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在
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
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18年9月19日
注销公告：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拟将注销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为91500105MA5ULG693D的重庆御
赫贸易有限公司，请债权债务人于45日内到我公
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重庆御赫贸易有限公司 2018年9月19日
注销公告:重庆港亚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4MA5U7M8X2B，
经股东会决议，拟将注销本公司。请债权债务
人于登报之日起45日内来我公司办理相关手
续。2018年9月19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国配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10082430118P）股东会
决议，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
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人到本公
司办理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经重庆市壹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222MA5UQF567H）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将注
册资本从100万元减少到30万元。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
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
务清偿手续。 特此公告 2018年9月19日
重庆市真实生态农业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注册号500101000068520，营业执照副本，注
册号500101000068520 1-1；税务登记证正本，
税号50010106827274X，税务登记证副本，税号
50010106827274X，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夏贝尔个人形象设计有限责任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335566886X6）股东
会决议，拟将注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在
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
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18年9月19日

●遗失合川区隆兴彭吉联水产养殖场2017年
04月05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2500117MA5UGLTP71声明作废●遗失文杰之子黄御博《出生医学证
明》，编号：O500228400声明作废●遗失许霜霜之子谢润泽《出生医学
证明》，编号：R500008661声明作废●遗失莫菲菲.女.2001.1.28出生证E500062789作废●遗失江津区车尚美汽车饰品经营部营业执照
正副本500381606507814作废●蔡宇洋遗失2015年毕业于重庆市第一中学的
毕业证，毕业证编号1513190792，声明作废。●遗失李光文51021319521212471401税务登记证正副本作废●重庆全程教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遗失2016.3.30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331695425N作废●遗失2016.6.6核发重庆圆强货物代理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230495601XA声明作废●綦江区银盆汽车运输公司渝D11300营运证遗失作废.●森勃公司渝AE938挂渝BV6371营运证遗失作废。●遗失2017.1.22核发重庆讯瑞铭旭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MA5UB6TT19声明作废●两江新区华创佳日用品经营部遗失税务登记证副
本:税号51021419730112233701，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信荣建筑设计事务所公章壹
枚，编号：5002391018366声明作废●遗失重庆邦达出租车汽车有限公司社保收据：收据号
0015891，公司车牌（渝B7T525）姓名张超，声明作废。●原荣昌县昌州街道麒豪种猪场税务登
记证副本500226L25289069遗失●遗失重庆巧娘食品有限公司在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川
分行弘运分理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26285601声明作废●遗失陈绍秀营业执照正本500901600217471作废● 遗失重庆世豪医药有限公司印章备案
回执，编号5002237022462声明作废●闵美遗失建筑起重机械司机（S）证渝A042014025298作废。●经营者赵浩遗失2015年04月13日核发个体工商户
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500222605320423声明作废●遗失杜红营业执照正本92500107MA5UHCD60E作废●遗失李志坚营业执照正副本500901600235427作废●遗失李志坚营业执照正副本500901600178638作废●遗失冉明琼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07600443835作废●遗失重庆市永川区金岛网吧网络文化经营许
可证正副本，证号500118200095作废●遗失段先明增值税普通发票（代开）代码
5000174350号码00124833作废●遗失卓晓兵税务登记证正副本51232319810629261101作废●高光美于2012年11月22日购买车牌为渝
GGQ757普通二轮摩托车声明灭失●遗失方兴承营业执照正副本500226600284630作废●遗失粟馨莹出生医学证明，编号N500047410作废●遗失重庆市江津区六道广告经营部发票专用
章一枚，编号5003817034638作废●遗失2011.2.23发原铜梁县鹏展电子厂(莫元
明)营业执照正本500224600157004作废●遗失重庆市镭扬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印章刻制、查询、缴销证明，声明作废●遗失陈代红营业执照正本500224601785318作废●遗失邓松营业执照副本500224606335946作废●遗失重庆市南川区白沙镇分水村民
委员会公章5003842000609作废●遗失北碚区龙凤桥街道龙车村龙车社陈华东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CQ091403100014作废●遗失两江新区段安侠食品经营部食品经营许
可证副本JY15003590060744作废●遗失北碚区徐三妹饭店通用机打卷式发票号
码07646006、07646053作废●唐沛沛购买中粮鸿云2栋公寓，于2018年5月29日交
诚意金1万，收据号0004805，收据遗失，特此说明。●2018初遗失重庆得了商贸有限公司彭帝法
人章一枚（500107198907181650），声明作废

昨日，记者来到猫主人晓欣位于南滨
路的家里。tiger正躺在飘窗上四脚朝天
睡懒觉，黑、白、灰三种条纹色，粉粉的耳
朵和鼻子看起来十分可爱。当记者呼喊
它的名字，并伸手去抚摸它时，它闻了闻
记者的手指，用头蹭了蹭就躲开了。

晓欣一喊“tiger”，它立即跑了过来，
围着主人的脚一直转圈圈，还发出“喵呜”
的声音。“tiger平时不是随时都会叫‘妈
妈’，它只对我和我妈这样叫。”随后晓欣
转身拿了一罐牛肉味的猫罐头，这是ti-
ger最喜欢的零食。

“tiger，要不要吃？说。”晓欣摇晃着
猫罐头，tiger见状后很是激动，不停地喵
喵叫。“tiger说‘要’！”晓欣这样教。“要！”
随后记者就听到tiger发出这样的声音。
晓欣重复一遍“要”，tiger 也叫了一声

“要”。
晓欣把猫罐头给tiger打开，让它吃

了几口后又对它说，“叫妈~妈！”晓欣把
声音拖得很慢。记者听到，tiger立即发
出了“妈妈”的声音。但无论是“妈妈”还
是“要”的声音，都有些模糊，尾音带着

“呜”的声音。

重庆晚报讯 （记者 王乙竹）为适应
高中课程改革和高考制度改革新要求，近
日，市教委印发《关于开展普通高中学生生
涯规划教育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就
开展普通高中学生生涯规划教育有关事宜
提出要求。《通知》明确，高中要开足生涯课
程，坚持专门课程、活动课程与学科融合课
程相结合，高中三年不少于4学分，其中专
门课程不少于1学分。

高中学生生涯规划教育内容主要围绕
生涯发展观、自我认知、学涯规划和职业探
索四大模块展开。具体来说，将引导学生
建立个人发展与社会和谐发展的生涯发展
观；指导学生正确认识自我、悦纳自我，正
确看待个体差异，准确定位自身角色，选择
适合人生发展方向；指导学生了解学科专
业与社会职业等相关常识，拓宽生涯发展
视野，提高学生对大学专业与社会职业的

探索能力。指导学生在职业探索过程中，
建立职业倾向、培养职业兴趣，为高考志愿
填报提供决策依据。

市教委要求，各高中要坚持专门课程、
活动课程与学科融合课程相结合，在高一、
高二、高三各年级实施，高中三年不少于4
学分，其中专门课程不少于1学分，课时由
学校在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总课时中统筹
安排。研究制定普通高中学生生涯规划教
育课程指导纲要，适时开发普通高中学生
生涯规划教育教材。聚焦学生普遍关心的
生涯问题，加强课程资源包建设。

同时，学校要利用主题班会、校园广
播、校内杂志、校园模拟招聘、演讲比赛、辩
论赛、叙事分享等多途径开展生涯教育。
鼓励学生组建具有生涯体验性质的社团，
定期开展多种形式的生涯社团活动。要加
强新生入学教育，利用开学第一课、主题班
会各种形式，向学生及其家长宣传新高考
改革政策，提前做好规划准备。大力推进
家校共育，组织开展家长讲座或校友讲座，
通过家长委员会等多种方式邀请不同职业
背景的家长或校友走进课堂，介绍相关职
业发展情况。深入推进与高校联合育人工

作，邀请高校专家、教授定期为高中学生作
大学专业选择辅导报告。

此外，各学校要积极拓展校外渠道，加
强与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高等学校、社会
组织联系协作，组织开展丰富多样的职业体
验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增强学生的职业认
知。高中学校要依托综合素质评价系统为
每名学生建立成长日志，或借助科学诊断工
具、测量量表，对学生发展进行诊断评估，了
解学生职业发展倾向。要发挥好心理辅导
室作用，做好学生个别咨询，帮助学生解决
生涯规划中碰到的实际问题和思想困惑。

我市将开设高中学生生涯规划教育课
高中三年不少于4学分

扫二维码
观看 tiger
叫“妈妈”
的视频

这只猫咪太可爱
看见主人喊妈妈

这只是动物的条件
反射和一种模仿

重庆医科大学实验动物中心
副主任谭毅表示，猫发出“妈妈”、

“要”的类似声音，其实是动物对
声音的一种模仿，就像鹩哥会背
诗一样。猫的声音有升有降，所
以能模仿人类声音的音调。至于
具体发出什么拟人化声音，有部
分原因是人为情感，觉得它发出
的声音就是那些字词。

那怎么训练猫发出那样的
声音呢？谭毅表示，不光是猫，
利用动物的条件反射，对完成行
为进行食物奖励等，都能对宠物
达到训练目的。当然，喜欢亲近
人、和人有良好感情的动物更容
易训练。

都知道猫咪的叫声是“喵喵喵”，但你听说过猫咪会“说
话”吗？有猫罐头的时候会说“要”，对着主人还会喊“妈妈”。
但它并不是偶然就叫这么一两次，也不是对着所有人都会这
样叫。这只猫咪叫“tiger”，是只2岁大的美短宠物猫。

重庆晚报记者 陈丹 摄影报道

为什么tiger会发出这样的声音？是
怎么训练的呢？

晓欣说，tiger出生两个月后就到了
她们家里。吃的食物以猫粮为主，很喜
欢亲近人。偶然一次晓欣的妈妈丁女
士，在手机视频里看到一只猫会做出弹
琴的动作，觉得很可爱，就想着也训练
tiger一项技能才更惹人爱。于是从六
七个月的时候，晓欣就开始用它最喜欢
的零食来训练。

“反复多次，它就会了。”晓欣说一开
始，tiger发出的声音并不是很清晰，听得
出是“喵呜”的声音，她就会慢慢反复多次

发音给tiger听，只要tiger发音正确，晓
欣就给它零食奖励。

就在tiger一岁左右时，它发这两个
音是最准确的。

丁女士告诉记者，最近想训练tiger
叫“婆婆”。偶尔一次也听到过发“婆”的
音，但是不是特别清楚。“也不知道它是真
的懂还是偶然，但是挺好玩的。感觉和养
孩子一样，想慢慢训练它会一项本领！”

晓欣的猫友琳琳家里有一只中华田
园猫，见了晓欣的猫会“说话”，也试着来
训练自己家的田园猫。但她告诉记者，训
练了一个星期，一点效果也没有。

从小就抱回家养用食物进行训练

看见主人喊“妈妈” 看到罐头说“要” 专家：

▲晓欣和tiger合影

▲▲萌猫萌猫tigertig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