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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这小区楼顶打造出1100平方米的共享“空中花园”

老旧院落居民圆了公园梦

知名训犬机构被指虐狗
回应称“在治疗狗的心理问题”

6月19日，有网传视频显示，知名训
犬机构犬道文化创始人唐伟敏在给学员
示范训狗时，采用踹脸、勒脖、抡摔等形
式，疑似虐狗。

该视频经知名萌宠博主转发后，迅速
发酵。据报道，上海闵行颛桥派出所工作
人员表示，已接到报警，并到事发公司了
解情况。犬道文化则回应称，送来训练的
狗心理都有问题，所以采取了（视频中）那
样的方式进行调教。但一些网友对唐伟敏
的说法并不买账，认为其用暴打的方式调
教宠物，无异于是“电击式戒网瘾”。

记者注意到，犬道文化在业内颇为知
名，抖音粉丝约 244 万，不仅运营了自己
的APP，还在多地设有线下训犬基地。

6月20日，唐伟敏在犬道抖音账号上
发视频回应虐狗一事，称网传视频是
2017年开培训班时，“调整治疗一只后天
神经质咬人边境牧羊犬实例演示过程片
段”。在治疗前，犬道文化已与狗主人签订
了免责协议。

6月21日，记者试图联系犬道文化及
唐伟敏，截至发稿，始终得到回应。

一个月花费三五千
把“问题小狗”送去上学

一石激起千层浪，该视频事件背后的
宠物学校和训犬市场浮出水面。6月22日，
记者在小红书上搜索“宠物学校”后发现，
相关帖子有3万篇以上；其他关键词如“训
狗”、“狗狗学校”等，也有2万余篇帖子。

“我教不好的事情，专业的老师总可

以教好吧。”宠物主人们在社交网络上表
达着相似的观点。但知名脱口秀演员李雪
琴曾在节目中自曝，花 5000 元送自家狗
子去宠物学校上学，学了1个月，结果啥
也没学会。

记者了解后发现，大多数宠物学校提
供的服务都以“纠正习惯”为主，比如护
食、打架、乱咬东西、随地大小便、爆冲（即
出门横冲直撞、拖拽主人）等。

据了解，目前线下宠物训练以寄养制
为主，时长通常在1-3个月，期间主人可
以前往基地探望，收费从几千元到上万元
不等。相比之下，线上视频教程就便宜多
了。记者在淘宝上搜索“训狗教程”关键词
后发现，打包视频价格最低只有几十元。

曾花 800 元买过一对一训狗视频教
程的姗姗（化名）对记者透露，“教程里说，
一定要从小培养狗狗住笼子的习惯，但我
家狗子就是不喜欢住笼子，半夜会嚎叫、
会撞击笼子，然后售后老师说用东西砸笼
子吓唬它就好了。我试过几次后发现，狗
狗确实不叫了，但是也不活泼了，会害怕
得发抖，之后我就再也不信教程了。”也有
网友表示，上完学的狗狗乖多了。

上游训犬师培训费高达1.5万
400元可买训导师资格证

对宠物主来说，为“毛孩子”寻找一位
好老师成为关键。但记者在调查中发现，
虽然目前不少宠物学校的工作人员都自
称是“宠物训导师”、“职业训犬师”，并持
有相关证书，不过这些证书五花八门、真
假难辨。

6月21日，记者在淘宝搜索“宠物训
导师”后，发现有很多商家提供办证服务。

令人惊讶的是，有商家先后向记者提供了
3种版本的资格证书，报价均为400元，但
发证单位各不相同。

商家的办证流程也相当简单，只需要
向商家提供身份证正面照片、2寸电子照
片、办证人姓名、联系方式、快递地址即
可。该商家表示，“三家都是真证，帮你代
考包过”、“扫一扫证书左下角的二维码，
就可以验证真伪”。对此，北京京师律师事
务所律师宋竟一对记者表示，买卖证书买
方和卖方都涉嫌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

“代考行为”还可能涉嫌代替考试罪。
新的商机带活了上游训犬师培训行

业。犬道文化官网显示，其初级训犬师线
上视频课程收费为 1688 元，同样适合宠
物主在家自学，已有3000人以上报名；线
下15天的封闭式培训的中级训练课程收
费为15800元。

虽然宠物学校、宠物训练在社交媒体
上具有一定热度，但消费者对该使用什么
方式方法训练宠物，业内也争议不断。

唐伟敏认为，动物心理疾病的治疗主
要依据行为心理学系统理论，狗的问题是
内在机制性反射问题。而另一知名训犬博
主、正向训练代表何军表示，目前主流的
训犬理论分为传统训练和现代训练两种：
传统训练实际上是从18世纪欧洲的驯兽
表演演化过来，主要是延续了打骂的理
论；而现代训练法推崇的正向训练，它的
核心理念是奖励正确的，忽略错误的。

训狗还是虐狗？传统训练还是现代训
练？“希望‘铲屎官们’在养宠物之前就做
好心理准备，不要过分追求宠物的完美性
格。”有网友这样写道。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俞瑶 谢雨桐

怕现场交接有隐患，他们便利用小
区快递柜存放毒品，将取件码发送给购
毒人员，以此“瞒天过海”，无接触交接。

6月24日，四川省禁毒委员会办公
室、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四川省人民检
察院联合召开2022年四川省禁毒工作新
闻发布会。会上发布的2022年度四川省
毒品犯罪十大典型案例，其中就披露了
罗某海等人利用快递柜贩卖毒品案。

据了解，罗某海、张某蓉是夫妻，四
川乐山人，均为吸毒人员。2019年至
2021年4月21日，罗某海多次通过微信
与多名购毒人员联系贩卖毒品。

2021年4月，张某蓉通过微信与其中
一名购毒人员袁某某联系，告知对方毒品
的存放地以及快递柜取件码，并收取对方
微信转账300元。4月20日、21日，购毒人员
朱某某、袁某某在小区大门外快递柜取毒
品时被民警挡获，并现场查获毒品。

之后，民警又从多名购毒人员身上
搜查出冰毒。其中，在购毒人员袁某某指
引下，民警又从快递柜中查获冰毒1袋。

随后，乐山市井研县公安局禁毒大
队民警在乐山市市中区一小区内将罗
某海、张某蓉二人抓获，并在其家中搜
出冰毒20余袋，加上在一小区快递柜中
搜查出的两袋冰毒，共计重达13.28克。

经审理，法院依法以贩卖毒品罪判
处罗某海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8000
元。判处张某蓉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
处罚金3000元，并对公安机关扣押在案
的罗某海的手机以及毒品等予以没收。

被告人运用快递柜存储后不当面
交付的手段贩卖毒品，导致毒品更易扩
散、流通，尤其与网络社交媒介相结合
后，贩卖毒品犯罪更为分散化、隐蔽化，
加大了司法机关打击毒品犯罪的难度。
本案也警示全社会以及政法机关，打击
毒品犯罪需要高度关注毒品犯罪的新
手段、新方法。

据悉，在禁毒工作方面，四川缉毒
执法效能连续3年位居全国第二，毒品
犯罪从2017年的10554起降至2021年的
4306起。全省新发现吸毒人员较2017年
下降54%，其中18岁以下的同比下降
76%。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章玲

1100平方米的“空中
花园”，整个小区60户居民
都可以来这里散步、聊天、
休闲，花园内绿草如茵、鲜
花盛开，登上楼顶的人们无
不惊叹于眼前的迷人景象。

这个“空中花园”位于
天府新区华阳街道安公社
区菜蔬新居楼顶上。该小区
因修建年代久远，没有规划
任何绿化，居民楼顶搭建、
漏水严重，邻里关系矛盾较
多。为解决矛盾，在社区引
领动员下，居民们自发拆除
了顶楼违建，将其打造成了
1100平方米的楼顶花园。
花园划分出和谐邻里、种植
体验、怀旧文创、城市文明
等多个特色活动区，并由居
民共同承担日常管理维护。

“空中花园”打造3年
来，不仅解决了楼顶违建的
城市顽疾，还为居民提供了
一个休闲娱乐场所，拉近了
邻里关系，更实现了社区居
民的公园城市梦。

菜蔬新居小区位于天府新区华阳街
道安公社区华新下街 327 号，小区建于
1999年，属于统规统建小区。由于年代久
远，小区里没有一片绿，没有公共活动空
间，居民缺乏沟通交流的平台，关系淡漠
矛盾突出，小区顶楼居民普遍把楼顶区
域占为己有，砌了围墙、搭了板房、开了
鱼塘、成了鸡场，楼顶漏水问题也越发严
重，影响了居民的生活。

为此，小区居民多次向社区反映寻
求解决，通过长期讨论，居民们开始想更

好的方式既能美化环境，又能让楼顶违
建消失。最后，在社区引领动员下，居民
们自发拆除楼顶违建，2019 年初打造成
了1100平方米楼顶花园。

“最开始还是有阻力，把‘私人领地’
改造成共用共享，部分居民不理解，我们
就一户一户做工作。”菜蔬新居小区院委
会主任罗德成说，在改造前，楼顶基本是
6楼住户在使用，他们有的种树、养鸡，有
的还搭建房屋进行出租，涉及到个人经
济利益，因此动员工作开展不易。

小区难题/ 老旧小区屋顶漏水、违建
摇身变成1100平方米的“空中花园”

“3年来，过去脏乱差的闲置屋顶蜕
变成为远近居民文化活动的小公园，成
为老旧院落居民参与公园城市建设融
入社区发展治理的新表达。”天府新区
华阳街道安公社区党委委员覃妍说，小
到手工大到雕塑，都倾注了居民们的心
血。大家建立了公约，签订了责任书和
协议，小到遛猫遛狗，大到安全和维护
都有居民负责，真正实现了政府一次投
入、居民长效共管。

同时，“空中花园”的打造也是探索
建设公园城市的新思路，把楼多地少的
短板彻底扭转，通过违建治理、杂物清
运、生态植入、空间再造，让老旧屋顶焕
然一新，有效释放老居民区蕴藏的潜力
空间。不仅解决了楼顶违建的城市顽
疾，也解决了老小区楼顶防水的民生问
题，甚至还可以建成楼顶空中绿道。

“有了这个小公园，谁家缺个葱少
个菜随便采摘。过去邻里互不认识，现
在天天一起畅聊家常，房东们纷纷收回
了房屋搬回小区。”覃妍说，一个小小的
花园，让小区更加和谐，更加有温度。

天府新区华阳街道安公社区党委
书记张彪表示，公园城市不仅要有美轮
美奂的新公园，更要有生机盎然的老城
区，“小区空中花园落成3周年，圆了社
区居民的公园梦。”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肇婷
摄影记者 张直

6月24日傍晚，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来到小区，在顶楼入口处，粘贴着

“欢迎来到空中花园”的标语。走进花园，
一眼望去绿草如茵，鲜花盛开，几位居民
正围坐在遮阳伞下聊天纳凉。

记者注意到，花园地面上看似“草
坪”的植物，叫针叶佛甲草，是农科院的
专利产品，十年不浇水免维护，土壤仅需
3 厘米重量轻，为老楼建筑安全量身定
制，草种不扎根不但不破坏防水还涵养
防水。花园里还摆放着三角梅等几十个
品种的花草树木，有的是早期打造时放
置，有的是居民们自己购来放置。据了
解，为了满足居民们不同需求，楼顶花园
划分出和谐邻里、种植体验、怀旧文创、
城市文明等多个特色活动区。

吃过晚饭，居民李成秀来到楼顶花
园，开始浇水、除草、打扫卫生，这是她每
天都要做的事情。“早晚各一次，一次至

少要做两个小时。”72岁的李成秀是花园
日常主要维护者，在她和小区党员干部
的义务维护下，花园建成 3 年来崭新如
初，玻璃茶桌上连一点灰尘都没有，地面
上也干净整洁。“你们随时来都是这样，
不用提前准备！”李成秀说。

小区有60户居民，楼顶花园打通连
成一片，任意一栋楼的居民都可以从自家
上楼，共享1100平方米的花园。早上晨练、
傍晚纳凉喝茶、居民茶话会……生活安逸
得不得了。6楼住户贾雨是国内知名画家，
在楼顶花园改造前，他已经维修过两次屋
顶防水，原本打算将楼顶弄个阳光房做成
工作室，后来得知要进行统一改造，他表
示支持。如今，吃完饭后，如果不想出门，
他便会到花园里坐一坐，呼吸新鲜空气。

“我们附近没有大的公园，但在楼顶
上有一个小公园，环境好了，心情也更好
了。”李成秀感叹道。

自主管理/ 晨练纳凉种菜
居民身边有了自家“公园”

社区治理

解决民生难题
探索建设公园城市的

新思路

训犬方式惹争议 训练效果受质疑

“送狗子去上学”渐火 狗子都学乖了吗？
“咬人、护食、打架等脱敏训练课程，1-2个

月3500-4500元。”近日，成都某宠物学校的工
作人员向记者介绍。在社交平台上，越来越多的
年轻人动起了“送狗子去上学”的念头，给爱犬报
名宠物学校以纠正一些不良习惯。但最近，“铲屎
官们”对一条“训狗视频”悬起了心。

6月19日，有网传视频显示，知名训犬机构
犬道文化创始人在给学员示范训狗时，采用踹
脸、勒脖、抡摔等形式，疑似虐狗。随后，该创始人
回应称，网传视频是2017年开培训班时，“调整
治疗一只后天神经质咬人边境牧羊犬实例演示
过程的片段”。

一石激起千层浪，该视频事件背后的宠物学
校和训犬市场浮出水面。“400元可以办宠物训
导师资格证”、“发证机构不一样”、“都是真的，帮
你代考包过”、“训犬师培训1.5万，以后可月赚3
万”……对于宠物训练这个细分市场，坊间众说
纷纭。

利用快递柜贩毒
夫妻双双被判刑
四川新发现吸毒人员较4年

前下降54%

“真的是一孕傻三年，来诈骗我，可
惜我哭了那么久，我是咋个了，差点点
搭车去上海了。”6月21日，四川绵阳市
北川县马槽乡的张女士哭着发了一条
朋友圈。

原来，张女士在当天接到一名自称
上海民警的电话，称其犯了大案将会被
抓捕，并发来了“刑事逮捕令”。张女士
居然信以为真，开始在网上买火车票，
准备到上海说明情况。北川县公安局民
警获悉情况后，一组人员赶往其家中，
一组人员通过电话微信和其联系，最终
成功阻止了张女士的行为。

北川县公安局坝底派出所民警告诉
记者，21日下午，一名女士报警，称自己
的好朋友可能正在被诈骗。“我们一听，
就判断多半是冒充公检法进行诈骗。”从
张女士发来的“刑事逮捕令”文书中，民
警指出了多处不规范和混乱错误。

张女士介绍，她接到一个自称是上
海警方、以“00”开头的电话，对方称在
办理一起重大洗钱案中，嫌疑人举报张
女士的工商银行卡有重大洗钱嫌疑，并
通过彩信发来一张“刑事逮捕令 冻结
管制令”，要求张女士必须保守秘密，不
能与任何人说，否则要被判处“刑事泄
密罪”，同时要求张女士必须报告自己
所有账户的资金流向，所有资金由国家
银监会银联中心清查是否合法。

“我接听电话后，非常恐惧和无助，
丈夫又不在家，我和母亲都急得大哭，
于是商量将6个月大的孩子留在家里，
我买车票去上海，证明自己的清白。”张
女士说。李远梅 李玉涛 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 汤小均

哭着留半岁娃在家
她要去上海证明清白…
警察及时赶到揭露骗局

天府新区华阳街道安公社区菜蔬新居打造的空中花园

小区住户在楼顶花园浇花

楼顶花园里的动物装饰

网传“虐狗视频”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22165期开奖结
果：457，直选：21251注，每注奖金1040
元；组选6：38768注，每注奖金173元。
（45037576.51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22165期开奖结
果：45746，一等奖379注，每注奖金10
万元。（431368937.06元奖金滚入下期
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22071期开奖结
果：717262+12，一等奖：0注；二等奖：
12注，每注奖金57807元；三等奖：20注，
每注奖金3000元。（275621016.89元奖
金滚入下期奖池）（以上奖期兑奖截止
日为2022年8月23日)

体彩

中国福利彩票福彩3D第2022165期
开奖结果：708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第2022071期全
国开奖结果：02 04 07 09 19 24
27，特别号码：23（以上所有开奖信息以开
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兑彩票

福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