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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生活 下来慢慢新闻深阅读慢生活03
2021年7月30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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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重庆连晴高温天气，不
少网友在朋友圈晒出动物园的动
物们花式避暑的各种蠢萌憨态。

为了让动物们清凉度夏，重庆动物园采取
多种妙招为动物们防暑降温。绿豆、苹
果、胡萝卜、西瓜等消暑解渴品种，十滴
水、藿香正气液、板蓝根等防暑药品，笼舍
开启空调、风扇等设施设备，让可爱动物
们的夏天过得美滋滋。

大熊猫享水果冰淇淋
三伏天，重庆的热浪席卷而来，出个门就感

觉要被融化，大家一定都想呆在房间里吹空调吃
西瓜。昨日一大早，在动物园熊猫馆内，工作人
员为小熊猫们准备了消暑解渴的水果“冰淇淋”，
里面包含西瓜、胡萝卜等多种水分充足营养丰富
的水果。

不远处的熊猫“渝宝”“渝贝”“良月”等就在
户外的水池里沐浴清凉。为了给国宝“降温”，重
庆动物园不仅让它们住在冬暖夏凉的防空洞里，
一般情况下，室内笼舍、场馆会开放恒温空调。

住的舒适了，吃的也要凉爽。为了给大熊猫
们降温，动物园同样用水果、蔬菜制作了超大的

“冰淇淋”，四只大熊猫宝宝双双、重重、喜喜、庆
庆争相抱起“冰淇淋”左舔舔、右尝尝，吃得不亦
乐乎。这种水果“冰淇淋”每块重二三十斤，够大
熊猫们吃上好一阵子。

大象棕熊泡澡吃西瓜
在大象馆内，记者看到，大象给自己降温的

方式与其他动物不同。只见它站在小水潭里，用
鼻子吸起泥水就往身上欢快地喷。当然，下池子
玩水也是它们的最爱。河马则躲在水塘里，将整

个身子淹没在水中，仅露出头部，悠然自得
地眯着眼。

在棕熊馆里，棕熊此时正在纳凉的池子
里泡澡。看着漂过来的水果，时不时想要抓
起，与水果玩起了“游戏”。

据动物管理科科长唐家桂介绍，对于大象、河
马、棕熊等大型动物，动物园则主要采用水浴的方
式，为动物增强体表舒适度。同时，为它们准备了
西瓜、苹果、大冰砖，以达到冰镇降温的作用。

游客看到动物吃西瓜、玩冰块、喷淋身子等
方式，都是动物园工作人员针对不同动物习性而
设计的“度夏”方案，大型动物主要是采取物理降
温和增加水果食品等方式。

树懒食蚁兽笼内吹空调
去年下半年，重庆动物园首次引进了树懒。

这是它们第一次在重庆度夏，却没有任何的不
适。记者在可爱动物区看到，树懒屋内打开了空
调降温，还准备了各种消暑饮食。

隔壁的小食蚁兽屋内同样打开了空调降温，
小家伙则趴在树干上，一动不动睡起大觉。工作
人员会定期检查、及时补充和修缮，保证降温设
施设备在高温下的稳定运行。

针对这些可爱的小动物，重庆动物园专门定
制了夏日食谱。在日常饲料基础上，增加绿豆、

苹果、胡萝卜等消暑解渴品种，让
它们可以边玩边吃，体验消暑纳凉
的乐趣，也让游客们能有更多时间观
察到各种动物憨态可掬的一面。

金丝猴喝藿香正气液解暑
“除了物理降温，动物园还会进行药

物上的辅助。”唐家桂透露，一些比较珍贵
的动物，例如金丝猴，会把十滴水、藿香正气
口服液、板蓝根颗粒等防暑药品添加到饲料
或饮水中，以预防动物们中暑。

记者看到，动物园里的金丝猴在树荫下乘
凉，饲养员端着一盘水果进入后，金丝猴们一点
也不怕生，纷纷围上前享受这份清凉大餐。

重庆动物园表示，虽然各种防暑降温措施都
已周全到位，但像金丝猴宝宝、熊猫幼崽和新引
进的树懒都是首次在重庆过夏。为了避免意外，
动物园还准备了相应的应急预案，来保证园内动
物能够平稳过夏。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郎建荣 摄影报道

夏日连晴高温
动物避暑有“凉方”

家里一有人来做客，孩子
就兴奋得没完没了，这被称为
“人来疯”。赵女士3岁多的女
儿就是这样一个娃，客人来了，
兴奋起来就根本停不下来。

家里成玩具展览馆
赵女士名叫赵晓梅，今年29岁，家住大

学城富力城，是一名化妆师，有一个3岁半
的女儿可可。“每次家里来客人了，可可简直

变得不像个女孩。”28日晚，赵晓梅在电话中说起
女儿的“人来疯”有些哭笑不得。

赵晓梅说，家里亲戚有好几个小孩都和可可
差不多大，因此经常相互串门，让几个孩子一起
玩。性格本来就比较开朗的可可，从两岁多开始
只要有客人来家里，就变得很兴奋，满屋子蹦蹦
跳跳，就连沙发靠背上都要爬上去站着玩。不过
去别人家里时，倒是乖巧许多。

赵晓梅和老公平时都喜欢给可可买玩具，每
次来客人后都有着同样的场景：满客厅都成了玩
具展览场。“她要把所有的玩具都拿出来给大家
展示一遍才甘心，拿出来玩一会儿就不玩了，弄
得大家都无处下脚。”赵晓梅说，每次都是见到太
乱无法招呼客人，便叫女儿和家人一起收拾。

疯起来还误伤他人
孩子爱玩，蹦蹦跳跳是天性，可赵晓梅说，女

儿“人来疯”起来有时不小心还会误伤到人。
赵晓梅说，有一次她在沙发上和客人聊天，

一旁的可可在沙发上跳，一下没站稳把头撞在了
自己的鼻梁上，“我当场就痛得哭了，她自己却还
一点都没事，还嬉皮笑脸的。”

“月初时可可婆婆过生日，家里来了十多个亲
戚，婆婆陪着几个孩子在床上玩，她不小心一脚就
蹬在了婆婆的右眼角上，后来乌青了一个多星期
才散。”赵晓梅说，还好没有误伤到别的小孩。

在气不过时，赵晓梅用吼的方式让女儿停下
来，老公王先生则是用转移注意力的方式，“只消
停一会儿就又开始兴奋，完全不管用。”赵晓梅
说，老公让她不要管，孩子大点自然就好了，但她
还是担心这样对孩子的成长不好。

建议：

家有客人，教孩子这样做
重庆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周小燕：3～6岁的

儿童，心理不够成熟、自控能力也不足，所谓“人

来疯”不过是孩子表达有客人拜访时的欢迎和喜
悦，同时也是博眼球，让客人注意到她自己。面
对“人来疯”孩子，家长们不妨试试这样做：

一、多让孩子与外界接触，减少见生人的新
鲜感。

要减少孩子“人来疯”的现象，可为孩子多创
造与外界接触的机会，如平时多带孩子参加一些
聚会或集体活动，多让她与同龄人一起玩耍，以
减少孩子看见生人时的新鲜感。

二、培养孩子待人接物的礼仪来有序分解其
激情。

先告诉她会有某位客人要来，宝宝见过吗？
记得吗？喜欢吗？根据她的回答听听她准备怎么
迎接客人；接着教给她礼仪：客人来了要微笑着大
声问好；客人送礼物要感谢；可以请客人喝水吃东
西；可以邀请客人做游戏玩玩具；也可以把你最近
学习的儿歌或者故事跟客人分享；大人在说话的
时候宝宝可以在一旁玩，但不能随便打断长辈谈
话；吃饭时有餐桌上的教养，客人离开时可让宝宝
送别。最后，还可让宝宝自己评价一下她表现怎
么样，父母也要重点强化她做得好的细节，形成一
套完整的家庭接待客人的流程图。

孩子旺盛的精力和表现欲望全程在线，童真的
可爱会带给大家很多欢声笑语，当她“人来疯”时不
要打骂阻止，这样反而可能让她更加“疯”。宝宝都
是很聪明的，你只要尊重她倾听她配合她教育她肯
定她，孩子就会找到与世界正确对话的方式。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张春莲

家里只要有客人来
孩子顿时“人来疯”

怎么破？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
闻 通 讯 员 江 凤 燕）黄秋英开得
太漂亮了，很适合拍照……最近这
段时间，大渡口双城社区不少居民
在朋友圈晒出的美照，都是社区
一片黄秋英“花海”，引起不少网
友纷纷点赞。

此地一年前还是一片杂草，社区

一边和有关部门协调，并组织物业单
位、居民代表召开专题研讨会，一边
动员社区志愿者对该地块进行日常
环境保洁维护。去年底，区绿化工程
处相继种植树木800余棵，今年社区
党支部通过“我为群众办实事”，区绿
化工程处又在这片近两千平方米的
地块播种了黄秋英。

种上2000平方米黄秋英后
昔日垃圾场变身“打卡”花田

遗失百胜餐饮（武汉）有限公司必胜客重
庆融信餐厅，2017年9月25日核发的食
品经营许可证正本，经营许可证编号：
JY25001060012515（1-1）声明作废

●重庆旺贝商贸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
06596738902X（注册号500106200036968）遗失
2012年05月17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旭上农业渝DH0227营运证500115068302遗失作废
●重庆酷卡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渝AY654E营运证遗失作废
●连庆物流公司渝BA993挂营运证500110048789遗失作废

通知
重庆国绍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租用重庆市

巴南区安澜镇湾湾村知青果园。在2010年5
月13日签订合同，按合同约定，土地租金支付
周期为5年付一次。合同签订后，重庆国绍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付了5年土地租金。在2015
年5月应付土地租金，至今为止，重庆国绍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未付土地租金，且电话联系不
上，经查询，该公司已注销。从登报之日起7
个工作日，重庆国绍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不来与
重庆市巴南区安澜镇湾湾村村民委员会联系
履行合同事宜，重庆市巴南区安澜镇湾湾村村
民委员会将终止与重庆国绍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知青果园租用合同，即签订合同作废。

联系人：鞠老师 联系电话：17725152626
重庆市巴南区安澜镇湾湾村村民委员会

2021年7月30日

注销公告：重庆小犇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634604976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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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山出租车服务区停车棚膜结构工程询比采购公告（第二次）
我司拟实施金山出租汽车服务区停车棚膜结

构工程。欢迎有意向的单位前来咨询、报名、领取
询比采购文件，请按时参选。一、项目内容：25个
小型车位（一列16个、一列9个）约362m2的膜结
构停车棚和80m2的膜结构洗车棚（8米*10米）；膜
结构制作、金属结构制作、标准连接件制作及其运
输、安装，钢结构基础开挖，开挖沥青路面恢复及渣
土清运。工程量详见施工图（报名时领取）。注：参
选方须自行至现场结合询比方提供的施工图实地
勘测数据，并制定报价明细表。二、工程最高限价：
15.043345万元。三、参选人资格要求：（一）具备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
级及以上资质。（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有国家
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有效《营业执照》。（三）信誉
要求：供应商应有良好的信誉。（四）本次询比不接
受联合体询比申请。四、咨询联系：（一）咨询联系
人员：顾老师，电话：023-67502270。（二）地址：重
庆市江北区金渝大道140号B506室。五、报名及
领取询比采购文件：（一）报名时领取询比采购文件
及施工图电子版。（二）地址：重庆市江北区金渝大
道140号B503室。（三）联系人：王老师，联系电话：
023-67287189。（四）报名截止时间：2021年8月2
日（星期一）16时00分。注：报名时提供企业营业
执照、法人代表授权书（复印件）。

注销公告:经彭水县捷安汽车维修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2435678587294）股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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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
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21年7月30日
重庆红吉生猪养殖有限公司生猪养殖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第二次公示：网络连接
为https://bbs.cqtl.com/thread-434410-1-1.
html，可能受到本项目建设影响或关心本项目的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下载意见表如实反映项
目的意见或建议。建设单位：重庆红吉生猪养殖
有限公司。联系人及电话：郭总，13594095788。
邮箱：852382477@qq.com。征求意见起止日
期为自登报公示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王元芝：王元芝于2014年4月29日在哈尔滨
银行有限公司重庆分行办理了《个人房全通贷
款借款合同》（编号：重庆万州支行2014年个
借字第0036号，《个人贷款抵押合同》（编号：
重庆万州支行2014年个抵字第0036-1号）由
王元芝提供房产抵押。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重庆分行于2021年7月29日将该笔债权
（含从权利）一并转让给曾云鹏。该转让行为
自本公告之日起对该笔债权的债务人和担保
人产生效力，请借款人（含担保人）自转让行为
生效后向新债权人履行债务。特此公告。
转让方：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受让方：曾云鹏 公告日期：2021年7月29日

重庆银冠公司渝 D07070 营运证 500222066516，渝
D17480营运证500222066515遗失作废。五千货物公
司渝BZ8561营运证500110065102，渝BY5901营运
证500110062434注销。车与公司渝D67582营运证
500110112030遗失作废。巨松公司渝BV1163营运
证500110036932，渝AN2236营运证500110029746，
渝BQ7137营运证500110008940遗失作废。尊福公
司渝BA090挂营运证500110044387遗失作废。重庆
融金运输公司渝D56577营运证500110086054遗失。
万泽公司渝BN9221营运证500110107867遗失作废。

遗失四川全球通国际旅行社股份公
司重庆市大渡口区锦霞街门市部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4MA5YTYXK11）及公章
（编号5001047047252）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重庆潼心成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3MA5YYWE172）,
于2021年7月21日经股东会决议终止营业,
拟注销，现已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清算组成
员由吴建军、吴军政组成。根据《公司法》规定
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有关债权债务人
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联系人：何晓妮，联系电话：023-44318055。地址：
重庆市潼南区田家镇巨科环保工业园27幢2楼。
重庆潼心成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 2021年7月30日

重庆市双发贸易公司商贸部遗失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98506067，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重庆市双发贸易公司双发卡拉OK厅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98506069，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重庆 证件遗失/票据挂失/环评公示/劳动仲裁/法院公告/招标拍卖/ 各类
各地 注销减资/公告声明/题花广告/出售转让/商业广告…… 登报

刊登
热线

13018333716 15023163856
023-65909440 微信

同号

遗失重庆聚之丰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MA61ALY4XK、公章财务章，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聚之帆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MA61ALXA2G、公章财务章，声明作废

光银汽车运输公司 渝A97119营运证遗失
作废。光银汽车运输公司长寿分公司渝
BM0222营运证遗失作废。上航物流公司
渝BR8777 营运证 500110016368 遗失作
废。锦吉物流公司渝B0A159 营运证遗失。

●中云智德（重庆）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未备案合同专用章壹枚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本人余雪梅，认筹了恒大黛山华庭物业，认筹书
编号HDDSHT0001616（20000.00元），已丢失，现登报作废

▲憨态可掬的大熊猫小熊猫吃着清凉可口的水果冰淇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