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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日，广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
公室举办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通
报新增病例和感染者情况。广州5
日新增9例感染者，3例分布在荔湾
区白鹤洞街封闭区域，6例分布在
南沙区珠江街。其中广州南沙区的
新增感染者系一家六口，最小感染
者1岁。截至目前，初步甄别上述病
例和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85名，并
已按有关规定进行集中隔离医学
观察，所涉及的相关居住场所和活
动场所均已进行终末消毒。

根据通报，7日12时起，确需
离穗出省的人员须持有48小时核
酸检测阴性证明，各级党政机关
企事业单位和旅行社学校带头履
行非必要不离穗，不出省的要求。
广州市各区严格执行交通出行防
控要求，公路、铁路、民航、港口等

交通站场要加强人流引导，避免
人员聚集。

另据广东湛江吴川市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
室6日通报，吴川市出现1例新型
冠状病毒无症状感染病例。根据
通报，患者容某某为吴川市覃巴
镇下榕村人，25岁，属广州某汽贸
服务有限公司职工。5月31日凌晨
2时57分从广州市返回吴川市。6
月1日下午，第一次核酸检测结果
阴性。6月5日晚上，第二次核酸检
测结果疑似阳性。6月6日凌晨，经
湛江市疾控中心复核确认阳性。
目前，容某某无咳嗽、无发热、无
咽痛等症状，经专家组会诊诊断
为无症状感染者，正在湛江市定
点医院隔离治疗。

综合新华社、新华网

一家六口感染！
离开广州出省有新要求

偷跑上山的鸭子都找到了，
却还是搜不到第三只豹子”

15头亚洲象一路北上事件牵动人心，其中，“一
头小象吃了两百斤酒糟后醉倒掉队”的消息广为流
传。6月5日下午，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学
研究所所长郭贤明向记者表示，他与亚洲象打交道
的时间超过30年，从没见过亚洲象喝酒。而小象的
食量，也不可能一次吃东西两百斤。

记者了解到，北上亚洲象群进入峨山县后的第
一个村子，是大维堵村小寨组，据此前消息，一头小
象在这里“误食酒糟”后醉倒在地，后来才赶上“大
部队”。记者在峨山县采访发现，此消息出来后，多
家媒体曾前往小寨组核实“小象醉酒”事发地，但均
未能见到“事发现场”。

5日下午，峨山县林草局局长王忠亮向记者表
示，亚洲象群进入大维堵村后，“整个现场我都在，
并没有小象喝醉这回事。”他进一步澄清说，象群
在整个峨山县逗留期间，也没有任何“醉酒”情况
发生。

据小寨组多位村民称，小象醉酒的地方不是该
村寨，而是在石屏县。石屏县林草局工作人员透露，
据此前说法，小象醉酒掉队的地方，是该县龙武镇
大练庄村。此前新民晚报记者前往大练庄村对上述
消息做进一步求证，获悉象群途经石屏县时，的确
在该村村民普红应家吃了酒糟。

普红应说，5月24日凌晨，14头象晃到她家，一
共吃了1600袋玉米，以及放在门外的两麻袋酒糟。
酒糟每袋50斤，一共100斤。她说，这些亚洲象吃完
就走，但醉倒的事情她并不知情。至于“掉队”一说，
普红应说，次日的确有一头野象从后山追赶上象
群，但这头象并没有吃酒糟，也没有吃她准备好的
放在门口的食物。

“以我和亚洲象多年打交道的经验分析，这件
事不太可能发生。”5日下午，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科学研究所所长郭贤明向记者表示，小象吃
东西的食量，一顿达不到两百斤的程度。郭贤明说，
去年3月中旬，类似的一条虚假信息也曾广泛流传。
据人民网报道，彼时，云南人的朋友圈被“大象偷农
民家苞谷酒喝，醉倒在茶园”照片刷屏。不过，上述
消息同样被官方证实为不实。

有专家针对“亚洲象爱喝酒”一说进行解释，
称大象本质上并不是对酒感兴趣，而是自然界
中，酒味常代表成熟果实。许多含糖量较高的果
实在自然发酵中，微生物会将糖转化为乙醇，像
大象这种草食性的动物就会记住乙醇的味道，顺
着“酒味”找到水果。对上述解释，郭贤明表示，

“有这种可能”。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刘木木 发自云南西

双版纳

在很多家长微信群里，招募
儿童独立出行的“宝贝单飞游”活
动大受欢迎。六七岁的孩子参加
一日游的活动较多，八九岁以上
的孩子则更愿意尝试多日游。暑
期未至，儿童夏令营的报名高潮
却早已悄然来临。

拓宽视野，锻炼胆识，结交
好友，培养独立能力……家长
希望通过“宝贝单飞游”培养孩
子的能力，但实际上，市面上这
类型的活动选择并不多。与网
络平台的火热相对的，是传统
旅行社的谨慎，他们大多出于
安全等因素考虑，并不敢组织
太多的这类型活动。一边是网
络平台的火热报名，一边是传
统旅行社的小心翼翼，主打“宝
贝单飞游”的暑期夏令营，家长
到底该如何选？

单飞游成家长群新宠

“六一放假一天，虽然学校有
托管服务，可毕竟是儿童节啊，让
孩子在学校被托管一天有点不忍
心，但我和爱人都要工作。”5月31
日，接到学校放假通知的郭君（化
名）犯了难。她无意间翻了一下家
长微信群，发现群里正在进行团
游报名接龙：“公园骑行，原价568
元，12人以上468元，车接车送，要
求身高125厘米以上，骑行熟练
（上下车刹车转弯）……”郭君一
打听，原来都是没时间陪孩子过
节日的家长在给孩子组团报名一
日游的单飞活动。

“‘单飞’这个词特别贴切，孩
子两三岁的时候我们只关注亲子
游，如今孩子大了，翅膀硬了，可
以单独放飞了。”郭君告诉记者，
一天的骑行活动体验下来，儿子
很开心，因为公园离家不远，组团
的孩子们大都是同学，她也放心。

小美妈则早已是宝贝单飞游
的“常客”了。小美从一年级开始
就独立参加各类活动，去年疫情
期间，小美妈在小区里组织了一
个团购群，一开始为方便生活，主
要团购一些生活日用品。前阵子，
小美妈尝试与一家儿童俱乐部联
系，协商由俱乐部出方案，小美妈
招募，为小区里的孩子定制专门
的单飞计划。从五一小长假开始，
他们组织了几场假期、周末的周
边游活动，很受小区家长和孩子
的欢迎。

市场反应跟不上需求

锻炼孩子的抗挫折能力是不

少家长选择“宝贝单飞游”的初
衷。一位孩子妈妈告诉记者，她
给8岁的女儿报名参加“做一名
小商人”的活动，感慨颇多。活动
的设置很简单，机构准备小香
囊，孩子们在上面写上祝福话
语，一个香囊卖5元钱，一上午时
间卖出去，挣的钱吃午饭，剩下
的钱拿去捐款。

活动结束后，她问女儿有何
感想，女儿的话令她很诧异，“她
觉得那些买他们香囊的大人不是
真的喜欢香囊，而是因为看他们
小，想帮助他们才买的。”事后，这
位妈妈认为机构的活动设置过于
简单，一天五六百元的费用并不
便宜，机构准备的商品应该更有
价值一些，这样孩子的体验也才
会更真实。

虽然有家长吐槽活动设置不
够细致，但记者发现该机构的这
一活动仍然是经常爆满。有家长
表示，市面上这样的活动并不好
找，可选择的其实很少。

安全问题也让人担忧

记者调查发现，六七岁的孩
子参加一日游的活动较多，八九
岁以上的孩子则更愿意尝试多
日游。“让孩子单飞得做好准备，
她会不会梳头、衣服会不会洗，
物品会不会整理，这些看似小的
事情，家长没交代明白，就会增
加孩子融入的难度。”某儿童俱
乐部的销售人员告诉记者。针对
家长们担心的安全问题，该销售
人员说，他们的营地孩子与老师
的配比是6：1，老师会随时把孩
子的状态以视频形式发送到群
里，晚上睡觉前也会让孩子与家
长通电话。

事实上，家长的担心并不多
余。五一期间参加的一次水上皮
划艇游就让小林表示，以后再也
不参加这样的活动了。小林活动
回来后告诉妈妈，“过马路的时候
车特别多，老师在前面走，没管后
面的孩子，有个6岁的小男孩被路
过的自行车划伤了手臂，还有人
在水上活动时不小心弄湿了裤
子，想跟老师请假去换一下，老师
让他忍着。”小林妈妈认为，活动
方应该办事更周全一些。

有专家认为，孩子从出发开
始，就会面对诸如交通、住宿等
细节方面的问题，这考验孩子的
独立生活能力，也对夏令营主办
方的细节把控能力提出了更多
要求。 据新华社

“宝贝单飞游”报名火热

如何让家长
放手又放心？

6月5日，在杭州野生动物世界旁边的
一处宾馆内，记者见到了集结在这里备勤
的富阳先锋应急救援队队员们。队长占梁
说，最近搜救任务指挥部暂时不安排队员
上山搜寻，一来是最近的雨水多，会冲刷
掉之前搜索区里的旧脚印，便于留下新的
脚印；二来过于频繁的人流也许会使得豹
子藏起来，更不易被找到。他们近期在山
下备勤，以便过段时间后再上山查看是否
有新留下的动物足印等线索。

占梁告诉记者，在执行这次任务前，
指挥部给他们做了简单的培训，以了解豹
子的生活习性和粪便、脚印特点。他们此
前执行的巡山任务是24小时制：执行任务
当天，早上8点在动物世界门口报到集合，
然后出发进山搜索，主要搜寻内容是分辨
动物的脚印和粪便；搜索队伍分为白班和
晚班两队，晚班是从下午4点至深夜11点。

搜索区域为杭州野生动物世界后面
的午潮山区域，这一区域有午潮山国家森
林公园，区域中有部分无人区，且区域内
植被密布，加之最近杭州天气炎热多雨，
在森林中相当湿热。搜救队员们又必须穿
着较厚实的队服防止蚊虫以及蛇、蚂蟥等
动物的叮咬，“因此队员们踩到蛇、中暑等
情况都是常见的事。”

李晓华是富阳先锋应急救援队的一
名女队员，她今年5月5日刚加入这支民间
救援队伍，便遇上了上山搜豹这一特殊的
任务。回忆起参与这次任务的过程，李晓
华依然很兴奋，她告诉记者，5月7日左右，
她看到群里在发通知，号召队员们自愿报
名参与脱逃豹子的搜救任务，次日出发，

“我就立即报名了，当天晚上回家我丈夫
听说我要去搜寻豹子还挺担心，但是我一
点也不害怕。”

从5月8日起，这场搜山寻豹任务就拉
开了序幕，只是没有人料到，这场搜索任
务会持续如此之久。

5月8日杭州市富阳红十字狼群应急
救援队队员在杭州野生动物世界现场接
受了媒体采访，该搜救队员表示，早上9点
接到110通知，称杭州野生动物世界报警
寻找外逃豹子，接到任务后10点左右赶到
现场。据其介绍，约40位搜救队员，分8个
小队，携带麻醉枪，抵达现场后立即展开
搜救工作。经过4小时左右地毯式搜索后，
发现了第2只豹子，搜救队员们将其围住
并迅速进行麻醉并捕获。但第3只豹子却
没了音讯。

杭州市5月10日召开新闻发布会称，5
月6日该市林水局、公安局接到报警后，立
即前往调查。5月7日深夜，杭州野生动物
世界动管部经理马敬华供述称，实际上3
只金钱豹逃逸事件发生在4月19日。据媒
体报道，4月21日抓获的第一只豹子，系富
阳市受降镇东坞山村（位于野生动物世界
北偏东1.87公里处）的一位女性村民发现。
她在骑电动摩托车夜行时，发现路边有一
头豹子。此女性村民也被媒体报道为第一

位发现豹子的村民。
被媒体报道为第二位发现豹子的人，

是西湖区转塘镇龙门坎村村民祝某某，他
曾在接受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采访时
回忆，5月1日下午，他正在山上茶园里干
活，觉得被地上不平的东西绊了一下，抬头
时，“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动物，是什么动物
我一时间还无法确定，再看一下像是一只
豹子。”祝某某当时心里很害怕，他一边后
退一边摸索了一根木棍握在手里防身。在
后退过程中，他又换了一根更粗的木棍，捡
棍子的时候，那只疑似豹子的动物就站了
起来，祝某某以为它要攻击，心想如果被这
只豹子攻击，自己肯定是跑不掉、会被咬
死，于是他拍下了这只动物的照片。

“我打不过它，要是被咬死的话，家人
找到我，就知道我不是无缘无故死掉的。
就是出于这个目的我才拍照的，不然我不
会有这么大的胆子去拍。”祝某某表示。

记者获悉，目前，一共有4支民间救援
队轮流执行该项任务，先锋救援队的搜救
人员人数已经从最初的每天25名队员减
至每天8人8犬。在搜救任务最初展开时，
这个数字更高一些。

金钱豹为猫科动物，生性胆小、谨慎，
一般昼伏夜出，捕食过程会隐蔽在高大的
树丛、灌木丛中。据海报新闻报道，齐鲁师
范学院动物学教授马金生称，动物园饲养
的金钱豹，一般对饲养员没有敌意、比较友
好，但是对外人可能会产生伤害，“尤其是
小朋友，如果碰见了，不知道它（金钱豹）是
什么东西，上前接触可能会被伤到。”

占梁告诉记者，根据豹子喜夜间出没
的习性，他们晚上上山搜寻的挑战更大，

“上山的队伍分成5人一队，当中每个人都
有分工任务，一般为前面2个人负责开路，
中间2个人负责观察四周，最后有一个人留
尾。”为了防止疏漏，指挥部将搜寻区域划
分为10个区块，4支救援队每次轮换交替更
换负责领域。“我们现在搜的这片区域，是
真的没了（指豹子），队员们确实已经尽力
了，如果它仍在这座山上，哪怕是已经没有
生命迹象了，以现在这种搜寻的细致度，我
们也早闻到尸体散发的气味了。”队员李金

军表示，“我们连山下村民家出逃的鸭子都
搜到了，却还是搜不到一只豹子。”

占梁说，对于这支队伍运作来说，最
大的难点就是资金短缺。记者询问得知，
本次搜豹行动，除去每位队员抛下手头个
人私事的时间成本外，队伍所准备的防蛇
咬的手套、手电筒、护膝护肘、棍子等装
备，以及每次运送队员们的小型巴士车油
费均需要自备，这些钱都是队上自行支
付，目前花费至少已到五位数，“队上的钱
基本都来自队员自筹和社会爱心人士的
捐助这两个渠道。”

占梁称，资金的短缺让队员们在很多
本可发挥作用的领域，受到钳制，“比如我
们队上的搜救犬，我们想送它们去上培训
学校，学习更多专业技能，但一学期3个月
的培训费用就是3万元，相当高昂。再比如
说一些专业救援设备，价格也是非常的高，
我们队员们技术其实都有，就是缺装备。”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沈杏怡

24小时制执行巡山
有队员中暑、踩到蛇

救援队搜救人数
从每天25人减至8人

花费已超五位数
资金短缺是最大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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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小象
“喝醉”掉队？

事发地村民：确实吃了酒糟，但未见醉倒

任务

寻豹

困境

富阳先锋应急救援队队员在搜寻豹子

村民拍摄的豹子照片

6月5日，距离杭州野生动物世界3只准成年豹子的出逃，已经
过去了将近一个半月时间。

杭州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费跃忠5月10日在新闻发布会上称，
该局已对涉嫌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杭州市野生动物世界的公司法
定代表人、总经理张某全及相关责任人员共5人采取刑事强制措

施。此前已有2只豹子被成功追回，然而直到现在，第3只豹子却仍旧寻不见踪迹。
“我们现在搜的这片区域，是真的没了（指豹子），队员们确实已经很尽力了，如果它仍在这座山上，哪

怕是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以现在这种搜寻的细致度，我们也早闻到尸体散发的气味了。”富阳先锋应急救
援队执行大队长占梁说。寻豹工作已陷入胶着。

亚太经合组织（APEC）成员
贸易部长视频会议6日结束。会议
发表多项声明，承诺将采取贸易
便利化措施，促进疫苗和相关产
品跨境流动，以抗击新冠疫情和
促进经济复苏。

此次会议由2021年亚太经合
组织轮值主席新西兰主持。与会
各方一致认为，贸易在应对疫情
影响和促进经济复苏方面的作用
至关重要。

2021年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
长会议主席、新西兰贸易部长达
明·奥康纳指出，在每个人都能免
受新冠病毒威胁之前，没有人是
安全的。APEC成员占全球国内
生产总值比重一半，需通过保持
市场开放而不是自我封闭来实现
经济繁荣。

会后发布的新闻公报说，

APEC成员将在以下领域采取行
动：取消增加疫苗成本的贸易限
制以加快疫苗和相关产品的流
动；为海关提供指引，确保疫苗尽
快通过港口和机场；消除货运和
物流服务壁垒，支持疫苗和相关
产品贸易，助力抗击疫情。

公报还说，APEC成员贸易
部长同意加快实施世界贸易组
织贸易便利化协定。促进一系
列相关贸易谈判，并着手改革
加剧气候危机的化石能源行业
补贴制度。

此前，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
长与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
会成员举行了视频对话会，探讨
疫情应对措施对贸易的影响以及
各经济体如何更好抵御未来冲击
等话题。

据新华社

APEC贸易部长承诺推动贸易便利化
促进疫苗及相关产品流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