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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速之客”
猴 子 是 猕

猴 ，狼 是 草 原
狼，两个都是国
家二级保护动
物，两只狐狸一
只是赤狐，一只
是蓝狐，都是人
工喂养的。

谁送来的
都 是 不 同

的热心人，可能
是以前来鸟园
耍过的游客，他
们送来后就再
也没有来过了。

为啥送来
“我这是彭

山唯一一处养
这么多鸟儿的，
名气还是有点
大，以前也经常
有人送鸟儿到
我这儿来。”

狼和狐狸住进百鸟园
狼倒养肥了 鸡被咬死了

五菱宏光S3、宝骏310Wagon来了
“神车家族”再添猛将

上汽通用五菱被喻为
“神车家族”。从五菱之光到
五菱宏光，再到后来的宝骏
730、宝骏560、宝骏310、宝
骏510，几乎每款新车上市都
能成为爆款。在这些现象背
后，是上汽通用五菱这家车企
对消费需求的深入了解和对
市场的精准判断。因而，这家
车企的一举一动也成为业内
所关注的一个风向标。
在上周开幕的上海国际

车展上，上汽通用五菱一口气
发布了两款新车：宝骏品牌全
新旅行车 “宝骏310Wag-
on” 和五菱品牌首款SUV
“五菱宏光S3”。

两款新车一文一武惊艳
登场，上汽通用五菱另辟蹊径
的做法也吸引了众多媒体和
业界的关注。

广告

上汽通用五菱总喜欢当“第一个吃
螃蟹的人”。就像当初五菱宏光、宝骏730
的出现，成功撬开了10万元以下MPV市
场，并引来业界跟风一样。这一次宝骏
310Wagon的出现，也有望打开10万元以
下旅行车市场的蓝海。

众所周知，旅行车在欧洲市场非常
普遍，也非常受欢迎，但在国内，旅行车的
境遇却大相径庭。相比轿车和SUV，国内
旅行车的销量少之又少。

究其原因，选择面小、价格高是最大
的阻碍。目前国内的旅行车大多来自进
口，仅有的几款旅行车价位基本上都处于
25万元及以上。消费者的选择空间很小，
在售车型性价比低成为摆在旅行车面前
的两座大山。

随着消费多元化需求的不断扩大，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希望能拥有一辆更有
个性的汽车来彰显自己的品位和格调，这
便催生出大量的细分车型。比轿车空间更
大、更具性价比的旅行车市场成为一个潜
在的蓝海。

此次发布的宝骏310Wagon预计价格
在10万元以下。这就意味着，这款车的出现
不仅填补了10万元以下的旅行车市场空白，
在国内开垦出一片全新的旅行车市场，更是
让消费者拥有旅行车的成本大幅降低。

宝 骏 310Wagon长 宽 高 分 别 为
4620/1710/1535mm，轴距为2750mm，除
此之外，超大的行李箱空间也是宝骏
310Wagon的天然优势，其常规容积为
740L。当把第二排座椅完全放平时，后备
箱和座椅形成了一个纯平的储物空间，行
李箱容积几乎翻了一倍，达到1460L。

宝骏310Wagon另辟蹊径
打开10万元以下旅行车市场

说上汽通用五菱是一个神
车企业一点也不为过。它不仅收
获了1500万个家庭的信赖，成就
了“年销量破百万”、“年销量破
两百万”等高光时刻，更是让“五
菱宏光”成为了一个具有极强话
题性和巨大流量的超级IP，从排
水渠过弯到贴满车标的秋名山车
王，再到风靡汽车界的“五菱宏
光 S”尾标，五菱宏光已经自发
地在民间形成了一种文化。

有趣的是，在这次上海车展
五菱宏光S3发布会上，上汽通用
五菱巧妙地植入了秋名山车神传
说，为这个还没上市的五菱宏光
S3开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头。

带着“传说”而来的五菱宏

光S3，是上汽通用五菱旗下首款大
空间7座SUV，。整体造型大气协
调，车身精心雕琢的肌肉线条和
家族化的单辐蜂巢式进气格栅，
使其散发着硬朗阳刚之气。该车
设计为前置后驱，其长宽高分别
为4655/1735/1780mm（高配车型
高度为1790mm），轴距长达
2800mm。动力则有1.5L自然吸气
及1.5T涡轮增压两款发动机选择。
在SUV持续火热以及二孩时

代的市场背景下，消费者对于大
空间7座SUV的呼声越来越高。五
菱宏光S3给追求性价比和实用性
的消费者提供更大的购车选择空
间，这款车也有望成为上汽通用
五菱SUV阵营的又一员悍将。

五菱宏光S3来了
“秋名山车神”再添一员猛将

宝骏310Wagon

五菱宏光S3

陆续有人送来寄养
有狼、猴还有狐狸

王书群的孔雀山庄成立于 2012
年，先后喂养了七彩山鸡、孔雀、芦花
鸡等七八种鸟禽，共计超过百只，以科
普、观光、亲子活动为主，也进行着餐
饮等服务。

王书群回忆，春节前，几个年龄约在
40多岁的男子开着一辆车最先送来了
一只受伤的猴子，后来又有人陆续送来
了狐狸和狼，希望自己代养一段时间。

“送来的时候，狼和猴子都很瘦，
狼的腿上还有伤，只有狐狸和现在差
不多。”王书群说，“当时看到动物可
怜，也有点好奇，就收下了。”

对于送来这些动物的人是谁，为何这
里是鸟园还要送狼和狐狸等过来？王书群
称，都是不同的人，自己没有问他们的名
字，可能是以前来耍过的游客，他们送来后
就再也没有来过了。

“我这是彭山唯一一处养这么多
鸟儿的，名气还是有点大，以前也经常
有人送鸟儿到我这儿来，我也很少留
联系方式。”王书群说，自己收到这些
动物后，便给彭山区林业部门进行了
汇报。

彭山区林业部门证实此事，因彭
山并无其他喂养场所，这几只动物就
暂时就在了此处。

鸡和鸟把家“让”出来
狐狸却咬死了六只鸡

怕别人回来要回动物，王书群把
自家的鸡和鸟，都放出了笼，让四只动
物住了进去。

不过，毕竟是鸟园，狼、狐狸在里
面，让王书群担心不已。果然，三月份
的一天，一只狐狸溜出笼子，咬死了六
只野鸡。

王书群回忆，三月的一天，工人在给
两只狐狸圈舍打扫卫生的时候，一只溜出

圈舍，大家连忙来围追堵截。看到狐狸来
了，孔雀、鸽子吓得飞上了树梢，贵妃鸡、
芦花鸡、火鸡跑得风生水起。可怜了腿短
的泰国矮脚鸡，因为腿短跑得慢，被狐狸
接连咬死几只。

当大家把狐狸逼到墙角时，它嘴
里还咬着一只泰国矮脚鸡的脖子，最
后，王书群一清理发现，六只鸡被狐狸
咬死了。

狐狸再次被关进笼子里，王书群
再也不敢大意，生怕再出意外。她说，
自从发生这事后，自己担心了三个多
月，经常晚上都要起来看看它们在笼
子里没有才睡得安心。

现在被动物园“收养”
将得到悉心照料

在王书群等人的精心照料下，狼
和猴子都长胖了好多，狼腿上的伤基
本痊愈了。

彭山区林业局相关负责人证实，今
年春节后，就接到了王书群请求办理相
关手续，合法养殖这些动物的申请。不
过，这几只的动物的来源无法核实，所以
没法给王书群办证，遂联系了成都动物
园，将其带走。

该负责人还表示，希望大家爱护
动物，发现野生动物后，及时联系林业
部门，切勿非法饲养。如果捕杀野生动
物，还将受到相应的刑罚。

4月27日中午，成都动物园的车辆
载着4只动物离开了彭山。这是成都动
物园救治动物中比较顺利的一次，如
今，每月成都动物园都会接受他处送
来的10余只野生动物。

“口粮和宿舍都不够了。”一位工
作人员笑称。他介绍，动物园会把这些
动物静心照顾，适合放养的会在上级
部门的指导下集中按批次放养，不适
合放养的动物太多了的话，会交换至
全国其他动物园。

成都商报记者 蒋麟 摄影记者 王勤

4月27日，在西南交大九里堤校
区举办了由西南交大 05 级校友杨舒
卿捐赠设立，名为“奇葩系列奖学金”
的颁奖仪式。这是奖项成立以来的第
一次颁奖。奇葩系列奖学金奖金共10
万人民币，获奖者共 32 人。奖项按类
别设有奇葩创新奖、奇葩贡献奖、奇葩
兼优奖。其中最高奖项创新奖2人，由
来自电气学院 2013 级刘晓涵以及建
筑学院2013级高伟哲摘得。

据了解，奇葩创新奖用于奖励具有
优秀科研、创新、竞赛能力的学生，每人
奖励1.5万元。奇葩贡献奖5名，由来自
2013和2014级的外语、机械、心理、电
气等专业学生获得。奇葩贡献奖主要用
于奖励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表
现突出，或在公益、文体等领域有突出
贡献的学生，每人奖金为4000元。另有
奇葩兼优奖25名，获奖人员也是来自
2013级和2014级各个学院的学生，用
于奖励积极参加教学计划以外的社会
实践活动，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取得突出
成绩的学生，每年评选25名，每人奖金
2000元。

对于这个奖，不少人都很好奇这
名字。那么，这个奖为啥要叫奇葩系列
奖学金呢？

“为了特殊人才的培养、弘扬人文
关怀，激励在校学生勤奋学习”，谈到
设立初衷时，杨舒卿这样说到。“大家
要像奖项名字‘奇葩’一样，做一个有
才能的人，燃烧自己，照亮他人，为社
会做出贡献。”为什么叫奇葩奖学金？
对外合作与联络处教育基金会副秘书
长潘昱解答，奇葩原意是指独特美丽
的花朵，用这个来鼓励具有交叉学科
思维的特殊创新人才，希望他们能越
来越好。

事实上，当初为这个奖学金起名
字的时候，“奇葩”二字还是遭到了基
金会的很多人反对，觉得背离了设立
奖项的初衷，“但是不管他们怎么看，
只要能够鼓励更多的学生创新创业，
就行了。”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曾培华

4月27日上午，成都动物园的工作人
员在彭山区林业部门的陪同下，来到眉山
市彭山区江口镇永利村的孔雀山庄百鸟
园，将女园主王书群喂养的国家二级保护
动物草原狼和猕猴，及两只狐狸实施麻醉
后带走了，王书群心里的石头终于掉了地。

王书群称，2017年春节前后，几名热心
人士陆续送来了一只受伤的狼，一只猕猴和
两只狐狸，希望自己代为寄养一段时间。

自从这些动物来到山庄后，王书群便
报告给彭山林业部门，由于彭山并无其他
喂养场所，这几只动物就暂时住在了此
处。然而鸟园里，狼、狐狸要与鸟儿们久
居？三月的一天，一只狐狸溜出笼子，咬死
了六只野鸡，此后，王书群一直担心至今。

对于狼、猕猴和狐狸是哪些人送来的，
王书群称自己不认识，彭山区林业部门也
表示，经过几次调查，均无法核实来源。

西南交大颁发“奇葩奖学金”
奖励特殊创新人才
“奇葩”奖或许并不奇葩

“猴子是猕猴，狼是草原狼，两个都是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两只狐狸一只是赤
狐，一只是蓝狐，都是人工喂养的。”

4月27日上午，成都动物园的工作人
员来到位于彭山区江口镇的孔雀山庄，一
眼就认出了这些关在笼子里的动物。

由于狼、狐狸和猕猴都被关在了几平
方米的笼子里，麻醉成了首选，原本设想
的较量变成了一场实力悬殊的捕捉。

一番准备后，麻醉针顺利地钉在了几
只动物身上，10多分钟的时间，猕猴、草原
狼、两只狐狸就像喝醉了酒，摇摇摆摆，浑
身发软，倒在了地上，连开始还眼放凶光
的草原狼，也任人摆布。

抬出圈舍，放进带来的笼子里，捕捉
过程很顺利，狼和狐狸被抬出来时，铁笼
外悠闲散步的鸟儿们轰然散开。

“它们的同类被咬死过，都有心理阴
影了。”王书群说，看到它们被动物园带
走，自己还有点舍不得呢。

鸟主人担心了三个月

麻醉枪挨个麻醉
捕捉现场捕捉现场//

狼鸟同园狼鸟同园//

被麻醉的草原狼

被麻醉的蓝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