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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遛狗地现疑似“毒肉块”
一晚3只狗身亡

今年1月10日晚7点半，家住蓝光金双楠小区
的邓女士到小区外草坪遛养了7个月的柯基犬，这
里是小区业主遛狗的集中地。期间邓女士注意到，
柯基犬和一条金毛正在抢食。她打开手机手电筒查
看后发现，抢食的是切得很整齐的肉块，上面还有
红点。

担心狗食物中毒，她和丈夫将柯基犬送到宠物
医院催吐。当晚9点半，柯基犬吐出了三四个肉块，
见狗无异状，两人打算回家。不料刚出宠物医院，柯
基犬便开始狂吠，并出现不断转圈、抽搐等症状。尽
管经过长达4个小时的抢救，柯基犬还是经抢救无
效死亡。

当晚，遛狗经过该处的吴先生发现，他养的那
只三四个月大的狗也出现了狂吠、兴奋、抽搐等症
状，一个小时后死亡。第二天，吴先生汇总了养狗人
群内的信息：当晚一共有三只狗死亡，除了吴先生
和邓女士的狗死亡，还有一只年纪较大的金毛。此
外，与柯基犬抢食的那只金毛也有中毒症状。（本报
曾报道）

成都商报记者 彭亮 张肇婷 颜雪
实习生 苟月攀 张芳

针对华润二十四城一期德国牧羊犬咬伤13岁少
年的事情，成都商报记者对市内20个小区的业主做
了问卷调查，住户们普遍反映小区内存在不文明养
犬现象，多个小区内有人饲养大型犬或者禁养的烈
性犬；最头疼的是养狗人遛狗时不拴绳和不戴嘴套。

>调查显示
11小区住户有受惊吓经历
随地大小便、犬吠让人烦

华润二十四城一期德国牧羊犬咬伤13岁少年的
事情，将小区养狗问题再一次推上了风口浪尖。8月
14日，成都商报记者制作了一份关于小区养狗的调
查问卷，向本市20个小区的部分市民进行了询问。

接受调查的20个小区中，住户有被狗咬过或吓
到的占了半数以上。家住中华名园的居民蔡先生表
示，小区有人被狗咬过，另外还有11个小区居民表
示有被狗吓到过的经历。

“我们小区曾有一名四五岁的小孩被一只中大
型犬扑倒，孩子吓哭了，不过狗没有咬，只是在舔。”
家住龙湖金楠时光小区的石先生告诉记者，事发时
狗没有拴绳子，在把小孩扑倒后，狗主人立即跑来，
控制了狗，向孩子及家属道歉，并询问是否受伤，是
否需要就医。好在孩子只是受到了惊吓，没有受伤，
双方也没有引发矛盾。这件事发生后，物业在小区
内张贴提示，希望业主们文明养犬。

此外，狗狗随地大小便、犬吠等不文明行为也
让住户们感到烦恼。“小区3楼一家住户的狗是放
养的，经常在楼道内跑来跑去乱撒尿。”家住燃灯寺
西北街一老小区的居民刘女士说，小区养狗没有问
题，但是需要把狗管理好，不能去伤人，也要注意公
共卫生。

>关注问题
狗不拴绳、不戴嘴套
担心吓到老人和小孩

“不铲屎都不是什么问题，主要是小狗不拴绳，
大狗不戴嘴套，以至于人身安全都受到了威胁。”调
查中，记者了解到，住户们最关心的还是人身安全，
担心狗不拴绳、不戴嘴套会吓到老人和小孩。

调查问卷结果显示，多家小区内饲养有大型犬
或者禁养的烈性犬，比如阿拉斯加、德牧、罗威纳等
犬种，居民认为这些犬对小区人员带来安全隐患。

“我怀孕期间经常被狗吓到，现在带小孩出来玩也
经常担心被狗咬。”家住尚郡的居民黄女士说，因为
小孩子不懂事，天生喜欢小动物，要去逗，但是狗不
拴绳的话，万一遇到烈性犬，就很可能被咬。

而多名受调查的市民认为，养狗出现矛盾的主
要原因也是因为不文明养犬。“狗是被人驯养，主人
监管不力就负有责任。”因此，受访居民也提出建
议：养狗人要文明养犬，按期注射狂犬疫苗、出门系
好牵引绳，及时清理大小便。如果犬只脾性不好或
者容易咬人，主人应避免犬与外人接触，若到公共
地方遛狗，应该戴上嘴套，随时关注犬周边环境，并
提醒外人不要接近，预防犬只咬人。

>养狗人士
狗咬人，归根到底是人的问题

在问卷调查中，也有部分小区居民家中养狗，
针对德牧犬伤人事件他们又怎么看待呢？家住现代
名城的王女士告诉记者，在小区里有的人养小狗没
有用牵引绳，但是大狗都会被拴住，跟在主人的身
边，大家都挺注意这些问题，不会给别人惹麻烦。

“就算大型犬、烈性犬，饲养的人怎么教导最重要，
国外有人把凶猛的比特犬教导成了守护婴儿的保
姆。”王女士认为，养狗人驯养的方式很重要，教得
好肯定没有安全隐患。

住在隐庐巷上生活馆的谢先生家中也有养狗，
他觉得狗咬人的事件发生了多次，有多方面的问题，
但归根到底是人的问题。谢先生说，一般养犬人出现
的问题体现为不系狗绳、狗随地大小便不处理等不
文明行为。反之，一些人会出于保护意识对狗进行踢
踹或是小孩挑逗狗，会造成和养犬人产生矛盾。

多位养狗人士提出，文明养犬应当做到以下：
定时带狗去打疫苗，做相关注射登记，出门拴狗绳，
清理好粪便，远离小孩和老人，减少对他人的影响。

“这件事发生以前，早上、中午、晚上
都有人出来遛狗。”在华润二十四城一期8
栋楼下，住户范婆婆告诉记者。事情发生
后的这两天，她的感觉是：养狗人出来遛
狗的时间少了。13日晚上7点后，她和同
小区的陈大姐出来散步，“在小区里转了
个圈，又坐到 8 点过，一直没有见到遛大
狗的。”她们的另一个感觉是，遛大狗的基
本上都拴了绳。

3号门附近，一位推着婴儿车的大爷
也表示，最近几天感觉小区内拴绳遛狗的
多了。1 号门附近，一位妈妈带着儿子出
门，“这两天感觉狗少了，大狗没怎么看
到，拴狗的比例要大得多。”不过她表示，
有人觉得小狗不用拴绳，“其实最好拴起
来”——她的儿子此前就被没有拴绳的小
狗咬过。

“也有没拴的。”陈大姐告诉记者，13

日下午在小区3号门的位置，一名女子遛
的大狗没有拴绳，“其他经过的人提醒她，
双方还吵了一架。”这件事也被在 3 栋楼
下打牌的一位大姐提及。而就在 3 号门
处，记者碰到一个业主出来遛泰迪犬，因
为没有拴绳子，她不得不向跑远的泰迪呼
喊。“我觉得有的业主过于紧张了。”在她
看来，大狗应该拴绳，“我们家养的是小
狗，控制得住，而且它不会咬人。”

狗主人违规违法行拘10日
5年内不得申办养犬登记

警方通报

针对近日成都华润针对近日成都华润
二十四城一期德国牧羊二十四城一期德国牧羊
犬两度咬伤男孩案犬两度咬伤男孩案，，88月月
1414日下午日下午，，成都市公安成都市公安
局成华分局进行通报局成华分局进行通报。。
20182018年年88月月1111日日，，万年派万年派
出所对狗主人赵某某作出所对狗主人赵某某作
出罚款出罚款100100元的处罚元的处罚，，并并
将伤人犬强制收容将伤人犬强制收容；；同同
时因构成故意伤害的违时因构成故意伤害的违
法行为法行为，，赵某某被成华赵某某被成华
区公安分局行政拘留区公安分局行政拘留1010
日日，，并处罚款并处罚款500500元元。。

事发地管辖区成都市公安局成华分
局万年派出所所长廖炳权介绍，2018年8
月11日9时许，成华区公安分局万年派出
所接分局指挥中心指令：在辖区一小区内
有一名男孩被狗咬伤，民警第一时间出警
处置。经到达现场核实，当日9时10分，养
犬人赵某某在小区内遛狗时，其所饲养的
犬只将一名男孩身体多处咬伤、抓伤，民
警到达现场后迅速控制伤人犬只并带离，
和现场群众一起将受伤男孩及时送医治
疗，犬主赵某某被依法传唤至派出所接受
进一步调查。

廖炳权介绍，经调查，养犬人赵某某
所饲养的犬种德国牧羊犬属于“成都市养

犬限养区禁养22种烈性犬”之一，狗主人
在小区遛狗时没有依规使用犬绳牵引，犬
只两次咬伤在小区内跑步的男孩，目前被
咬伤的男孩伤情稳定。

针对狗主人，主要有两方面的处罚：
第一，针对其违规饲养烈性犬种的行为，
根据《成都市养犬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
第三十九条之规定，2018年8月11日，万年
派出所对赵某某作出罚款100元的处罚，
并将伤人犬强制收容；第二，针对赵某某
违规饲养烈性犬且不采用狗绳、嘴套等有
效约束措施，放任其犬只将男孩咬伤，
2018年8月13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
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之规定，赵某

某因构成故意伤害的违法行为被成华区
公安分局行政拘留10日，并处罚款500元。

廖炳权介绍，目前伤者家属已经与狗
主人沟通，狗主人前期已垫付了4000元医
药费，并承诺将承担后续医疗费等费用。

成都市公安局成华分局治安科科长
王沁介绍，按照《成都市养犬管理条例》第
四十四条，养犬人因违反本条例，被公安
机关强制收容犬只的，在5年内不得申办
养犬登记。下一步，公安机关将加大工作
力度，开展集中整治工作，如果广大市民
发现敞放、流浪犬只，请拨打110进行举报，
警方将依法查处，也呼吁广大市民依法养
犬、文明养犬，共同维护良好公共秩序。

14日下午，记者又来到华润二十四城
一期。刚进 1 号门，就看到工作人员在摆
放《成都市养犬管理条例》展板。左手边的
出口处，则摆放了大幅的“文明养犬”宣传
展板，上面还公布了成都市禁养犬种。小
区内悬挂了多条横幅，上面写着“自觉遵
守养犬法规”、“禁养烈性犬”、“文明养犬”
等字样。不过，展板上禁养犬种的数目和
种类与官方公布的并不一致。

“禁养犬种是网上下载的，可能是广
告公司弄错了。”物业相关负责人表示，展
板中午时分才竖起来，“我马上让广告公
司进行修改。”

该负责人介绍，物业已经和社区开会
沟通，计划成立文明劝导队，对整个社区
范围内包括不文明养狗在内的多种不文
明行为进行不定期的巡查，“主要成员由
热心居民、物业人员以及各小区党支部成
员组成。”发现违反《成都市养犬管理条
例》的行为，“我们将上报公安机关，由公
安机关进行处理。”

此外，他表示，物业将邀请社区和派
出所开展文明养犬的宣传活动。“我们也
给业主发送了信息，要求对其饲养的犬进
行登记。”他说，较此前的登记信息，这几
天已经新增登记18条狗，“业主主动来登
记的，都是办了证和做过免疫的。”

问卷问卷
调查调查

20个小区问卷调查
最头疼不拴绳、不戴嘴套

在 华 润 二 十 四在 华 润 二 十 四
城 一 期 发 生 事 故 的城 一 期 发 生 事 故 的
这两天这两天，，养狗人出来养狗人出来
遛狗的时间少了遛狗的时间少了，，遛遛
大 狗 的 也 基 本 上 都大 狗 的 也 基 本 上 都
拴了绳拴了绳。。不过在小区不过在小区
中 也 有 人 觉 得 小 狗中 也 有 人 觉 得 小 狗
不用拴绳不用拴绳。。

遛狗的少了、拴绳的多了
有人觉得小狗不用拴绳事发小区

计划成立文明养犬劝导队
发现违规情况上报警方物业管理

物业表示已经和物业表示已经和
社区开会沟通社区开会沟通，，计划计划
成立文明劝导队成立文明劝导队，，对对
整个社区范围内包括整个社区范围内包括
不文明养狗在内的多不文明养狗在内的多
种不文明行为进行不种不文明行为进行不
定期的巡查定期的巡查。。同时也同时也
将邀请社区和派出所将邀请社区和派出所
开展文明养犬的宣传开展文明养犬的宣传
活动活动。。

被咬伤少年家长：
关注耳朵修复治疗
担心心理受影响

14 日下午，被咬伤男孩李昊
（化名）的父亲告诉记者，下一步等
儿子出院后，再去其他医院对受伤
耳朵的修复治疗进行检查咨询。
至于赔偿问题，“该怎么办就怎么
办，走正规的途径。”

此外，他尤其担心儿子的心理
健康。“儿子之前是很开朗的。”他
表示，这几天住院的过程中，“儿子
外表上看着还可以，但是内心不好
说的。”

一起养德牧的青年：
可能以后我们
都不会再养狗了

另一方面，赵某某被宣布行
政拘留后，与他一同饲养该德国
牧羊犬的另一赵姓青年告诉记
者，赵某某没有说什么，只说“10
天后来接我”。他还说，因为这件
事产生的影响，“可能以后我们都
不会再养狗了。”

德牧咬伤13岁少年

小区内悬挂“文明养狗”的横幅
彭亮 摄影

华润二十四城一期小区内摆放的文明养犬宣传展板，列出了禁养犬种 彭亮 摄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