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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6日 星期六 07WEEKEND 有声有色追剧观影听歌 周末一起娱乐

国家地理带你进入未曾见识的世界

最近，致力于保护尼亚加拉河和伊利
湖流域的美国布法罗尼亚加拉水务公司
（BNW），在黑岩运河靠近污水处理设施
的水域，发现了一条壮硕的巨型金鱼。这
条金鱼的体型看上去比普通金鱼大了好
几倍——长达 14 英寸（35.56 厘米），成年
男子需要双手并用才能将它捧住。

说来奇怪，本该生活在金鱼缸里的小
可爱是怎么跑进自然水体中的？它又是如
何长成了这样一个巨无霸的？

一条小金鱼的“旅程”

古代中国人通过育种繁育出金鱼，几

个世纪以来，金鱼一直被视为幸运和财富
的象征。19世纪，金鱼作为观赏鱼类被带
到美国，它们在美国很受欢迎。记录金鱼
的历史学家卡特里娜·格列佛说，在19世
纪末，新成立的美国渔业委员会把金鱼作
为宣传噱头，送给华盛顿特区的居民，在
几年内发放出2万条。

作为一种价格便宜又容易饲养的观
赏鱼，金鱼主人在失去了最初的新鲜感
后，很可能把它们丢进厕所，让它们随着
一阵抽水声和一个漩涡消失。这条被发现
的巨型金鱼很可能就来自一户普通的美
国人家，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也许是它
的主人不想要它了，也可能是它的主人换

水时不小心……总之，这条金鱼掉进了马
桶，被水冲走，接着随着生活污水被排入
城市下水道系统。

这条金鱼在城市的下水道系统中经
历了不可思议的旅程。在跨越美国和加拿
大两国的五大湖区周围，许多大湖城仍在
沿用一个多世纪前的下水道系统：厕所、
淋浴和厨房产生的家庭污水和暴雨径流
混合，在大雨和融雪的日子里，城市下水
道系统可能会超载，出于安全的考虑，污
水和雨水会一并紧急排入附近的河流
——这条巨型金鱼很可能就是这样保住
小命的，它没有进入污水处理厂，而是被
幸运地排进了运河里。不然，一旦进入净
化系统，它几乎没有活命的可能。

这种老旧的下水道系统正在慢慢改
造，但它还需要几十年时间和数百亿美元
才能完成。

在北美，金鱼属于外来入侵物种，它
们在北美的自然水体里没有天敌，再加上
河里食物充足、水域辽阔且相对静止，生
存条件比小小的一方鱼缸好了太多，因
此，在这些特定条件的共同作用下，这条
金鱼过上了无拘无束的生活，真正实现了
茁壮成长，它不仅比家养的金鱼体积大，
寿命也可能比那些金鱼长得多。

加拿大阿尔伯塔环境公园水生入侵

物种协调员凯特·威尔逊表示，“生长在鱼
缸里的金鱼，尺寸是有限的，但是当你把
它们放生到野外时，这种对体积的约束就
不复存在了。”

它们是生态的梦魇

金鱼是世界上入侵性最强的水生物
种之一，“金鱼危机”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了。大约20年前，澳大利亚瓦塞河就曾被
野生金鱼“吞没”，近年来，在美国缅因州
的班戈市、内华达州的塔霍湖和加拿大的
阿尔伯塔省等地，也有类似关于该物种危
险性的报道。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称，在美
国水域最早发现金鱼的时间可以追溯到
19世纪30年代。

在野生环境下，金鱼的外形会发生改
变，颜色会恢复到自然的黄色和棕色，而
不再是育种家们试图达到的亮橙色。它们
也是生态的梦魇。BNW的一位代表表示：

“像这种金鱼一样不属于五大湖区的水生
入侵物种，是对当地野生动物种群及其栖
息地健康的持续威胁。”金鱼沿着湖泊和
河流的底部游动，铲除植被，扰乱沉积物，
释放能触发藻类过度生长的营养物质。它
们以藻类、小型无脊椎动物和鱼卵为食，
它们还会传播寄生虫。

没了天敌、食物丰盛，金鱼疯狂繁殖，
雌鱼每年能产下4万个鱼卵，比大多数淡
水鱼都多，而且它们还能与其他野生鱼类
杂交。据估计，已有数以千万计的金鱼将
五大湖区当“家”，光安大略湖就有四五千
万条。纽约周围的水体中也发现了不少金
鱼，它们都是人类抛弃的金鱼及其后代。

当初扔得简单，如今想再把金鱼抓回
来可就难了，它们的数量变得越来越无法
控制，泛滥成灾。五大湖区拥有世界20%以
上的淡水，占北美淡水资源的85%，如今它
面临着生物、化学、物理等多方面的问题，
金鱼只是其中之一。一旦五大湖的生态系
统崩溃，将波及美国、加拿大的很多地区。

“我们的湖泊应该被保护，”BNW 在
其官方网站上写道，“如果这条小鱼的照
片能帮助提高人们的意识和关注度，那么
下一个关于鱼类的故事，也许会为我们的
湖泊和河流提供一个愉快的结局。”养宠
物就要负责它一辈子，这句话不只针对猫
和狗，对金鱼也同样适用。

佛罗里达大学的生物学教授琳达·沃
尔特斯博士建议，家里的鱼如果不想养
了，最好的办法是送给水族馆、宠物店或
爱好者。在佛罗里达州，鱼类和野生动物
保护委员会定期安排“大赦日”，把人们手
中不想要的外来宠物带走。 （钟何）

1
《带着爸爸去留学》到底是一部什

么烂剧呀！里面的留学生们神叨叨的，
去陪读的爸爸妈妈们也没一个正常的。

男主黄小栋想进学校篮球队，按
道理，不是应该去参加校队选拔赛吗？
但他不，直接在某天晚上，走进学校球
场，向教练毛遂自荐，教练也神，直接
表示：“你这球技，简直就是垃圾！”这
是什么套路，黑社会吗？

课堂上，女主武丹丹因为语言不过
关，老师提问时完全不敢接招。黄小栋
英雄救美，主动请缨，帮武丹丹回答了
问题。这一次，女老师与那个篮球教练
完全两个极端，全程带笑，大力夸奖“非
常棒”，还当即八卦“你们是男女朋友
吗？”哦，这么和谐友好的校园，可能只
会出现在我国的幼儿园里吧。

再有就是武丹丹为了能和黄小栋
住一起，居然撒谎说房东偷了她两千
美金，“必须搬到黄小栋那里住才安
全”。我的个天！这是要表现他们感情
深，还是要体现他们蠢呢？

当然我最看不惯的还是编剧——
是不是不早早谈恋爱、不互相抢一下
男朋友、不扇别人几个耳光的青春就
不叫青春啊！所以，到人生地不熟的异
乡才几天，黄小栋和武丹丹就开始生
死不离了？连学校有多大、超市开在哪
都没来得及考察，就开始暗生情愫了？
现实生活里大家都感叹现在的年轻人
不婚不育不恋爱，但电视剧里，见面两
分钟就可以谈个恋爱，认识五天就可
以结个婚了，感觉他们的生活全靠荷
尔蒙支配。

2
谈恋爱就谈恋爱吧，虽然全是中

国人找中国人，没有一点留学的痕迹，
但我们也知道中国人到哪里其实都是
和自己人玩这一事实，就像中国人都
移民国外了，他们的小孩依然奔波在
赶赴各个培训班的路上。所以，这一
点，我们可以接受。

但我们不能接受的是，为什么这
恋爱谈得一个比一个狠，互挖墙脚、以
唇相讥、大打出手，就好像家长们花那
么多钱把他们送出去，就为了谈一场

隔着个太平洋的放飞丑陋灵魂的恋
爱。难怪有很多留学生对此剧极端不
满，觉得是对他们的严重歪曲。

3
是的，我有些朋友的孩子也在国

外留学。但这些孩子在国外，过的完全
不是剧里这种狗血生活，他们上进、踏
实、节俭。他们天天有写不完的论文，
很多时候午饭和晚饭都只能靠三明治
囫囵充饥；为了省钱，他们会四个人合
租一套房子；也不像剧里有豪车可言，
出门大多骑单车。当然平时也习惯于
和中国同学相处，但他们和中国同学
关系一般都很好，互相帮助；他们中有
人也会谈恋爱，但都是和和气气能谈
就谈不能谈就分开，基本不会撕来撕
去，更不会搞伤筋费神的三角恋。一句
话，“国外的大学太难混了，哪有时间
搞这些名堂”。

所以，不晓得是编剧没出过国呢，
还是压根就不想表现真实的留学生生
活。我们都知道“艺术要高于生活”才有
人看，但前面那一句“来源于生活”也不
能丢了呀，脱离了这一句，就像写作文

偏了题。所以一篇偏了题的作文，豆瓣
打3.5分也没什么好不服气的了。

4
除了孩子们的留学生活不着调，

里面陪读的老爸包括其他大人们也正
常不到哪里去。

孙红雷这两年是综艺节目上多了
吗，尽演一些又蠢又丑还自以为幽默
的角色，《好先生》如此，《带着爸爸去
留学》更是如此。那张脸，粉涂得比城
墙倒拐还厚，依然掩饰不了又黄又肿
还不平的本来面目。头发也是，那么大
一张脸，却要配一个锅盖头。小孩留锅
盖头是萌，孙红雷留锅盖头真的就是
蠢，加上他在剧里嘴又碎，活脱脱一个
XXXL号的媒婆。

除了形象让人不忍多看，大人们
在剧里做的事让人也非常无语。陪读
就陪读，安安生生当好后勤也很好。但
人家非觉得这样不好，所以娃儿们谈
恋爱，他们也没闲着，出轨，离婚，再求
复合……都这把年纪了，动静还整这
么大，还不如干脆改名叫《带着爸爸去
恋爱》更贴切些。 （夏周）

1。
我还没吃过火晶柿子！此时此刻，真想

来一个啊，不知道能不能先放进冰箱冰镇？
不同于徐克的《狄仁杰》系列和陈凯歌

的《妖猫传》，网剧《长安十二时辰》呈现的
虽也是极具奢华和风物繁盛的大唐极景，
但更有烟火气。我已经很久没被电视剧逗
得流口水了，上一次还是《请回答1988》，正
峰哥哥躲在房间里吃独食，用勺子挖了小
半个午餐肉往嘴里送。

刚从死牢里被提出来的张小敬，一走
回大街上，就迫不及待地在小吃摊上要了
两份水盆羊肉！等着上菜的间隙，他点了俩
火晶柿子，红红的鸡蛋黄大小，被店员用墨
色的碟子盛上来，他接过去插上麦秆就吸，
吸完了再掰开薄薄的柿子皮儿，两三口就
把果肉吃干净了。

水盆羊肉端上来的时候，是一碗飘着
羊油和密扎葱段的白汤，肉，都沉底了，旁
边的碟子里配一只白吉馍。张小敬端起大
碗就呼哧呼哧灌下一大口热汤，然后从胃
里由衷地发出了一声“啊”的赞叹。

吃完这些他还特别讲究，知道要清新
口气，找到接头人第一句就问：“尊驾，有薄
荷叶吗？给一片儿。”

2。
《长安十二时辰》，顾名思义，就是长安

城里12个时辰内发生的事儿——空间限定
在长安一城，时间限定在上元节的24小时
内，野心也好、阴谋也罢，是要报仇还是另有
隐情，需要厘清的缘由线索显然不止一件。

在这么紧凑的时间里，不光张小敬有
闲情吃了又吃，这长安城的风土人情，都和
进吃食里了——就像我对成都的爱，说起
来不也就是蛋烘糕三大炮担担面肥肠粉串
串香吗？感情深，一口吞！

最感人的是胡饼，看起来和馕挺像，薄

薄脆脆一大片，上面满是白白的芝麻粒儿，
刚出锅的时候别提多香了。崔六郎去世，他
弟弟为他上供的居然只有一只胡饼。这也
许是崔六郎生前最爱的食物，他为了兄弟
前途私贩珍珠，用羊肠裹着藏进肚里，最终
伤了肠胃，活着的时候只能吃流食。

最精妙的食物你只能想象。
烽燧堡大战，援军迟迟不到，干粮也不

剩几口。当天是正月十五，闻无忌说发现了
一窝狼，晚上要给同僚们“弄点肉吃”。他
问：想烤想炖？一个兄弟答：一边烤，一边
炖，骨头熬汤怎么样？另一个说：“把狼油留
着，挑狼脊片成薄片，在铁锅上煎一下，化
点狼油，抹在胡饼上，再铺上肉片，撒一点
盐末，一口下去，什么都忘了。”

光听这个描述，我就已经馋得什么都
忘了。

3。
终于有了一部剧中人都在认真吃喝的

剧！《长安十二时辰》里的食物，有盐有味，
有声有气。

李必的老师突然“被退休”。老师告老
还乡，李必送他出门。镜头前景，是老师在
最后嘱咐李必时局要害；远景呢？老师的儿
子牵着老驴，啃两口大白梨，接着把白梨塞
给大白驴吃两口，驴吃完，自己又接着吃！

闻无忌给张小敬煮面，屏幕里一直只
看到碗口升起腾腾热气，看不清碗里是什
么。张小敬边聊边吃，面条吸进嘴里，发出
呼哧呼哧的声响，闻无忌呢，趁他吃面给他
剥了两瓣大蒜。等张小敬把蒜丢进面里才
看清，这是一碗什锦面片，绿的大概是菠
菜，橘的大概是胡萝卜。

每一样都想吃，每一集都看饿。每每馋
得心如猫抓，我都会用李必看张小敬大口
吃肉时被他追问“你怎么不吃”的答案欺骗
自己：我在辟谷。 （Atlas）

鱼缸里的小可爱
怎么变成了巨无霸？

不如干脆改名叫
《带着爸爸去恋爱》吧

《《带着爸爸去留学
带着爸爸去留学》》

《《长安十二时辰
长安十二时辰》》

好久没看到如此认真吃喝的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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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1009340237）均遗失作废。
●成都伊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章编号5101009502748，
赵珂法人章编号51010095027��
52，公章编号5101009502751均
遗失作废。
●沈梦芹身份证513824199710���
280026于2019年6月10日遗失
●成都三生机电设备有限责任
公司原法人章(庞山,编号5101�
000122307）遗失，声明作废
●张沁身份证（51010619790��
4030014）遗失即日起作废。

●青白江大碗菜中餐馆营业执
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10113
MA6CH5L5XM）副本遗失作废
●四川名居建筑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注册号510105�
000074696） 正副本、 税务登
记证（税号51010579004092
X）正副本、发票领购簿遗失。
●四川省川驰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1010858264882�
62）、 公章 （编号：51010850��
37313）、 财务专用章（编号：
5101085037314）、 陈绍坤法
人章（编号：5101085037315）
均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唯一婚庆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副本工商注册号510104��
2007512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
号510104669675659遗失作废
●东方大地（武汉）保险经纪
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公章编
号5101235050860、 财务专用
章编号5101235050861、 发票
专用章编号5101235050862、
罗刚法人章编号51012350508��
63均遗失作废
●四川众泰云鼎科技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副本原件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10100MA6C9A6
A5F公章编号5101100077822
遗失作废。

●成都宏博新瑞电器有限公
司，公章编号5101085146082发
票专用章编号5101085146084��
遗失作废。
●成都泽南不锈钢设备有限责
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
5101127801360127）公章（编
号5101008001016）遗失作废。
●金牛区锦玉家用电器商行营
业执照（注册号510106602103�
103）正本遗失作废。
●成都市龙叶房地产有限公司
公章编号 ：5101008382415、
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08382��
413、 刘青林法人章编号：51�
01008382416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恒烨工程勘察设计有限
公司， 程征法人章编号51010���
60327195遗失作废
● 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四川广播电视大学省级机
关分校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
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现已成立
清算组。请债权人自2019年7月
5日起90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
债权，特此公告。
● 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四川省干部函授学院省级
机关分院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
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现已成
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2019年7
月5日起90日内向本清算组申
报债权，特此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