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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眼锁定行踪

重回主人家的下司犬

本报讯 近日，福泉警方在城

区一出租屋内捣毁一个赌窝，抓

获 10名赌徒及 1名开设赌场的犯

罪嫌疑人，缴获赌资 11万余元。

9月 7日 17时许， 经过前期

的摸底调查后， 民警来到城区一

小区的出租屋内。此时，一帮赌徒

正在豪赌，民警以找人为借口，敲

门入屋，将屋内参赌人员控制。

经过调查， 开设这家赌场的

是当地人吴某某。

吴某某交代，因见身边的朋友

无所事事，他便租下一套房，邀约

朋友前来赌博，一把最低下注 100

元、最高封顶注为 500元。

据悉， 吴某某为赌博提供相

关条件， 对每个参赌人员抽头渔

利 100元，已获利 2万余元。 当日

查获的 10 名参赌人员如实供述

了参赌的违法事实。

目前，警方已刑拘 1 人、行拘

10人，案件仍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陈启勇 易盛武 张仁东）

丑丑原是杜女士邻居家的狗，因

为媳妇怀孕，邻居将当时 8个月大的

丑丑送给了杜女士。 在杜女士的家

中，丑丑住了一年多。

“平时和我们特别亲，我们从外

面一回来， 它就冲上来对着我们

舔。 ” 杜女士说，丑丑很聪明，有一次

因为做错事被罚，它便跑到前主人开

的餐饮店里， 对着前主人汪汪地叫，

像是在述说委屈一般。急得不得了的

杜女士一家到处找丑丑，结果才知道

它已在餐饮店里坐了半天。

除了喂养丑丑以外，杜女士家中

还有一只小狗。

“小区里面养狗的人多，每次遛

狗，我家的两只狗狗都要自己去草丛

边上排便。有几次，它们去排便时，遇

到其他的狗对着我家小狗叫，丑丑以

为小狗被欺负了， 冲上去咬了其他

狗。 ” 杜女士说，因为这样的事情不

止一次，她与家人便决定将丑丑送到

丹寨乡下的表弟家去。

今年 4月份，杜女士一家开车带

着丑丑前往丹寨。

一路上，丑丑被关在车子后备箱

里，到了亲戚家才被放出来。

“一开始，我们是去县城的表妹

家，后来表弟来了，我们才开车带它

去的乡下。 ” 杜女士说，在他们一家

离开丹寨 10多天后， 丑丑独自跑至

县城的其表妹家中。表妹喂它吃了一

些东西后，它又自行回到了乡下。

几天后，丑丑再次来到表妹家。这

一次，表妹开始批评它：“你答应帮别

人看家的，咋动不动就跑过来。 ”

丑丑被批评后转头就走了，但这

一次，它没再回乡下。

“其实它第一次去我表妹家时，

表妹就给我打了电话，说丑丑可能想

我们了，让我们把它接回去，但当时

我没有答应。 ” 杜女士说，在丑丑失

踪后，她曾开车去丹寨，想找回丑丑，

却没找到。

昨日凌晨两点，令人意外的一幕

发生了：丑丑的前主人小曾开车回家

时，在小区门口看见了丑丑，便赶紧

将它带回家，然后给杜女士打电话。

“我当时还说他‘是梦游哦’ ，

结果他说丑丑真的回家了。 ” 杜女士

说，她立即披上衣服冲到邻居家。

一进门，丑丑就扑了上来，对着

她的脸舔个不停。 随后，杜女士的家

人带着另一只小狗也来到邻居家，两

只狗挨在一起，亲热得不得了。 杜女

士一家见状， 又哭又笑：“真的太感

动了，我再也不丢弃丑丑了。 ”

丑丑回家洗澡时，杜女士发现丑

丑的身上有许多伤痕， 让她心疼不

已：“我真的无法想象， 它究竟是怎

么回来的，一路上又经历了什么？ ”

对于杜女士的疑问， 贵州大学动

物科学学院教授林家栋推测， 丑丑之

所以能找到回家的路， 主要还是通过

灵敏的嗅觉。因为，狗的嗅觉比人灵敏

一万倍，在与主人亲近后，它非常熟悉

主人的气味。另外，即便在车辆后备箱

里看不见路， 上车时它也记住了车子

的味道，种种因素相加，就找到了家。

“丑丑的事情的确很神奇，也为

我们以后研究下司犬提供了一个方

向。 ”林教授说。 ■李慧超

■核心提示

养了一年的狗

送到丹寨乡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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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迁公告

尊敬的投资者：

为配合贵阳市政府棚户区改造试点项目施工，华

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贵阳北京路证券营业部拟于 2018

年 9 月 18 日由贵阳市云岩区北京路 27 号搬迁至云岩

区盐务街 35 号行政楼第七层，作为营业部新址（云岩

区盐务街 35 号行政楼第一层至第四层，原商业专科学

院北京华联超市旁）装修期间的临时营业场所。

过渡期间， 请在华创证券官网 www.hczq.com 下

载交易软件 （同花顺、 大智慧、e 键行、e 智通手机

APP），通过互联网方式查看行情及委托交易，或者拨

打华创证券 960871 进行电话委托。 营业部临时营业场

所将暂停现场交易。

华创证券客户服务中心咨询电话 960872， 营业部

咨询电话 0851-88334050。

特此公告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贵阳北京路证券营业部

2018年 9月 13日

民有所呼 我有所应———

北京茅台收藏馆开辟多种渠道 让老酒变现更便利

�������北京茅台收藏馆在贵阳天怡豪生酒店七层黄杨厅

举行的老酒变现活动，总是能给市民带来惊喜，近期推

出的差异化多种变现方式， 进一步体现了收藏馆的优

势，得到了市民的认可。

真诚专业获得认可 变现首选收藏馆

家住开阳县的赵先生，今年 62 岁，家中有多瓶陈

年老茅台酒，成为收藏馆推出新举措的第一批受益者。

9 月 8 日，赵先生慕名来收藏馆参观，咨询老酒保存的

知识和当前的价格行情。在与鉴酒专家的交流中，赵先

生感到了收藏馆的专业和热情。由于路途遥远，希望专

家能够上门鉴定，专家欣然答应。 在上门鉴定后，专家

发现有两瓶有跑酒现象，建议赵先生注意保存。赵先生

在考虑了收藏馆的报价后，决定把这两瓶酒变现。收藏

馆额外赠送了 700 元现金和五星级酒店的定制月饼给

他。 “收藏馆有很多与众不同之处，不仅收购价格高，

而且只要市民有想法，都能得到他们的积极回应，这一

点十分可贵！ ” 赵先生说。

有问题尽管提 收藏馆不会让您失望

收藏馆长期在贵阳收购老酒和宣传老酒文化，已

经积累了一大批“粉丝” ，在此郑重承诺，市民在老酒

变现中遇到任何困难或者疑问都可以及时告诉我们，

收藏馆会尽最大努力帮市民解决。

地址：枣山路 95 号天怡豪生大酒店七层黄杨厅。

乘车路线：1、10、33、41、51、53、71、72、209 路黔

灵山公园站下车就到。

咨询电话：13765833586� 广告

迁坟通告

�������因贵安新区武警贵州警卫局营房和训

练场建设项目建设需要，项目位于湖潮乡兰

花坡村（小地名：半坡井），为加快项目建设

请坟主于公告发出 7 个工作日内联系征收

工作组进行办理迁坟手续逾期不办理者将

视为无主坟，交由坟墓所在村委、居委代为

处理。

特此通告

联系人：唐海冲：15186952905

�������������������李 根：18385441440

贵州省贵安新区湖潮苗族布依族乡人民政府

二 0一八年九月十二日

贵阳一只下司犬被送到丹寨乡下，时隔 5个多月后作出“惊人之举”……

狗狗奔袭四百里 重回主人家

狗狗犯错， 贵阳主人将它送

到近两百公里外的丹寨乡下。时隔

5个多月后，它带着一身伤痕独自

回到贵阳的家，与主人再次团聚。

贵阳市观山湖区杜女士家

这段“人狗情未了” 的故事，连

贵州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教授

也感到神奇。

“我真的无法想象，它究竟

是怎么回来的， 一路上又经历

了什么？ ” 杜女士说。

或是思念家人

两度跑到县城

独行两百公里

回到贵阳家中

本报讯 丈夫涉嫌违法被拘留

后，金沙县一女子花钱“捞人” ，不

料遇到骗子，人没“捞” 出来，44990

元被对方骗走并赌光。

今年 8 月 28 日，张女士的丈夫

因涉嫌违法被拘留， 张女士四处奔

走，试图把丈夫“捞出来” 。 几经辗

转，她找到了明某。 明某声称能打通

关系救出她被拘留的丈夫， 但需要

钱打理疏通。 信以为真的张女士，通

过现金支付和微信转账的方式，将

44990元付给了明某。

然而，张女士左等右等，始终没

有消息。 9月 2日，张女士打听了解

到， 明某已因吸食毒品被公安机关

行拘 5日。

自己都自身难保， 怎么可能帮

忙“捞人” ？ 此时，张女士才意识到

自己被骗了，随后报了警。

9月 11 日 9 时许， 金沙县公安

局刑侦队城关中队民警将犯罪嫌疑

人明某抓获。

明某交代， 他因长期沉溺网络

赌博欠下巨额赌债，无力偿还，碰巧

遇到张女士寻求帮助， 便声称自己

能帮忙，借机骗走张女士 44990 元，

试图去扳回赌债， 不料这笔钱也全

部输光。 目前，明某已被依法刑拘，

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王莎 本报记者 张鹏）

女子报警后，涉案男子被金沙警方刑拘

花钱“捞”丈夫 被骗四万多

本报讯 9月 8日，龙里县公安局

交警大队接群众举报， 辖区一的哥开

车时玩手机游戏。警方核实后，罚该司

机“回炉再造” ，学满 7日后再驾车。

因司机行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

法相关规定，龙里县公安局交警大队

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要求他

写下保证书以及将违法行为发至自

己的微信朋友圈向公众道歉， 并依

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对余某的驾驶证

记 2 分并处以 200 元罚款的处罚。

同时要求他回炉学交规， 学满 7 日

后再准其驾车。 （代娇 张仁东）

开车玩游戏

的哥遭重罚

交警罚他学交规7日再驾车

租房开赌场

民警一锅端

■新闻速递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贵阳市

南明公安分局获悉， 一男子在贵

阳一网吧内盗窃后逃走， 民警根

据天眼，顺腾摸瓜将其抓获。

据南明公安分局南四网格民

警介绍，9 月 5 日当天， 他们接到

报警称，有人在“三色网咖” 网吧

内盗走了两部手机和一块手表。

接警后， 民警调取案发现场

的监控录像， 很快锁定作案人系

一名青年男子， 随即将该信息推

送至南明警方的网格 2中队。

9月 10 日凌晨 6 时许， 南四

网格的终端接到指令，称在花果园

商务楼 4号新奇网吧 B北区 7栋，

发现该男子踪迹。南四网格民警莫

春杰立即带领队员王帅和孔彬赶

赴现场，将正欲仓皇逃离的嫌疑男

子田某某当场抓获。

田某某主动交代了盗窃事

实。 目前，田某某已被警方刑拘。

（罗林 王杰）

近两百公里返家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