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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 月 9 日，习水国家级

自然保护管理局公布了一组新拍摄

到的野生动物影像。在这些影像中，

一头成年黑熊多次出镜， 并在镜头

前反复“卖萌” 。

本次公布的视频是 2017 年至

2018 年底拍摄到的，多数拍摄点位

于人迹罕至的深山。画面中，兽类有

黑熊、苏门羚、毛冠鹿、赤麂、藏酋

猴、猕猴等，鸟禽类有白鹇、红腹锦

鸡、鹰雕、松鸦、红腹角雉等。

据介绍，被拍摄到的鸟兽，多属

于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稀动物。这批影

像中，被重点关注的是黑熊。 2016年

以来，习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启动了对辖区黑熊活动的调查。

此前，习保区通过红外相机，曾拍

摄到一对黑熊母子的活动影像， 画面

中左后脚缺失的熊妈妈， 独自带着顽

皮的孩子在活动。 该视频经贵阳晚报、

ZAKER贵阳发布后，引发了社会广泛

关注，残肢黑熊被称为“熊坚强”。

这一次，在管理局工作人员安装的

红外相机中，又多次拍摄到黑熊影像。

本次在多个山脊上拍摄到的，

是单独活动的成年黑熊。从 2017年

至 2018 年 10 月， 它们至少 4 次出

现在同一红外相机镜头前。 这些黑

熊影像，究竟是多只黑熊留下，还是

同一只留下，目前尚无定论。

参与调查的工作人员张雷说，

单独活动的黑熊影像， 拍摄地点距

“熊坚强” 母子拍摄点约 5 公里，隔

着几道山梁。 “这说明，保护区活动

的黑熊，有多个地点。 ”他说。

视频画面显示， 每次在画面中

出现，黑熊都很悠闲，在镜头前做出

各种“卖萌” 动作，甚至对着镜头摇

头晃脑，或是啃、舔相机。

“黑熊在镜头前表现真实、自

然。 ” 习水保护区管理局办公室主

任穆君说， 这向人们揭示了野生动

物的真实画面。

不过，综合连续多年的野外拍摄、

走访的结果，管理局科研人员发现，黑

熊在保护区的活动， 主要集中在个别

偏僻区域，未见明显“越境”迹象。

据了解，通过近年来的努力，通

过生态移民、易地扶贫搬迁等，已基

本打通了保护区内的村庄间隔，为

黑熊的活动拓展了范围。但是，区外

道路、城镇、村庄的发展，对动物不

同群体的对外交流产生制约。

“应尽快打通保护区之间的联

系的生态廊道， 以进一步扩展野生

动物的交流空间。 ” 他说，这对于物

种的延续意义重大。

（本报记者 黄黔华）

习保区拍摄到一组珍贵野生动物影像———

成年黑熊 镜头前“卖萌”

本报讯 昨日，余安高速公路重

安往凯里方向重安江隧道内， 有 3

头牛儿在高速公路上乱窜， 吓得过

往车辆纷纷避让，险象环生。

当日 19 时 45 分， 当黔东南州

公安局交警支队高速二大队民警到

达重安江隧道中央时， 发现有 3 头

黄牛正慢悠悠地行走， 情况十分危

急，于是立即拉响警报，提示后方车

辆减速慢行。 在确保后方车辆减速

缓行后， 民警廖忠彦指挥车辆慢行，

民警李武福马上开车超过牛群，辅警

代昆快速跑向这 3头牛，通过两头堵

截，终于成功控制住这三头牛。 因这

三头牛的位置处于一个长 6 公里多

的三联隧道的第一个隧道中间，距离

下一个收费站出口还有 14 公里，在

后方已经进行临时交通管制确保没

有车过来后，高速二大队民警马不停

蹄地将这 3头牛带出了重安收费站。

20 时 30 分许，3 头牛的主人找

到了高速交警。经询问，牛主人吴某

得知： 他家的这 3 头牛平时都是在

坡上放养， 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自

己挣脱绳索后跑了， 他已经和寨上

的人找了很久。

民警得知这一情况后， 对吴某

未管好自己的牲畜进行了批评教

育。 （廖忠彦 李武福 吴如雄）

本报讯 一男子到政务大

厅交通违法处理窗口办理业

务时遗落了钱包，工作人员捡

到后，通过前往银行查询当事

人电话等方式联系到失主并

归还财物。

3 月 5 日下午临近下班

时，六枝特区政务大厅交通违

法处理窗口工作人员发现，办

公等候区有一个钱包，遂捡起

来交给违法处理中队长王娟。

王娟检查了包里的物品，发

现有三张银行卡和现金 1553.2

元，但却没有失主一点信息。 随

后，王娟准备去银行查询失主信

息， 便打车前往六枝一建设银

行，可银行已经关门下班，又跑

到邮政银行，同样也下班了。

3 月 6 日，王娟交接好手

中工作之后，再一次前往建设

银行。经过和银行工作人员的

沟通，银行最终查询到了银行

卡登记的联系方式。王娟当场

打通了对方电话，告知对方捡

到钱包情况。对此，失主称，他

本来已经不抱希望了，没想到

交警窗口人员会联系他。

3 月 7 日下午临近下班，

已经离开六枝两天的失主回到

六枝并联系王娟， 前往交警大

队违法处理中队认领了钱包。

据介绍，失主夏先生是六

枝新场乡人， 在温州打工，此

次回来因买车到交警窗口办

理业务，由于粗心大意遗失了

钱包。 （吴胜红 高松）

本报讯 3 月 3 日早上 8 时 30

分许， 厦蓉高速从江县境内洛香往

双江方向广以隧道内， 一辆旅游大

巴因发动机故障， 抛锚在隧道内，9

名外籍游客被困。

当日， 黔东南州公安局交警支

队高速六大队接到求助后， 立即派

民警赶往现场。

通过询问得知， 大巴车上载有

9 名日本游客， 准备去黎平黄岗看

斗牛比赛， 当行驶至厦蓉高速洛香

往双江方向广以隧道时， 因车子发

动机故障渗漏机油，导致无法前行，

才打电话求助。

故障后， 导游已联系公司从肇

兴侗寨派车辆来转运旅客。 在等待

转运车辆到来的这段时间里， 民警

一边做好现场安全警戒， 一边安抚

游客情绪， 一边帮忙联系应急维修

人员并了解前来转运车辆信息。

经过 40分钟左右的等待，应急

维修人员和转运车辆陆续到达现

场。 民警引导旅客有序登车继续前

往旅游目的地黎平黄岗， 并协助驾

驶员加注机油。期间，乘客不停地向

民警鞠躬表示感谢。

（龙安洲 梁文艳 吴如雄）

本报讯 3月 10日，贵阳市民付

先生向本报记者求助， 称其母亲杨

永凤女士于 3 月 9 日早上 8 点左右

在清镇市新店镇鸭池河附近走失，

至今没有消息。

“之前我母亲身体不舒服，感觉

乏力，后面听别人说，某个人也是这种

情况，最后大医院检查是癌症晚期，两

个月就走了。 ”付先生说，母亲平时有

什么痛苦或是不好的事情都选择自己

扛着。所以，在听到别人说她可能是癌

症的时候，母亲也选择了默默承受。

付先生说， 他的母亲是名基层

工作者，平时村里的工作也比较忙，

估计是有点累， 所以感到乏力应该

是件很正常的事情。 为打消母亲的

顾虑，3月 8日， 付先生带着母亲去

清镇市中医院做了检查， 检查的各

项指标都显示正常。 本以为母亲也

会因此将心放下， 但没想到第二天

母亲就选择了出走。

据付先生介绍， 母亲出走当

天身穿黑色短款轻薄羽绒服、牛

仔裤和一双白色运动鞋， 并且背

了一个黑色包包。 有目击者告诉

付先生，3 月 9 日早上 8 点半左

右， 看到他母亲坐上了往清镇方

向的客车， 但其母亲并没有到清

镇市区下车， 而是在王庄就下了

车，线索在此中断。

“我想母亲会不会自己去找医

院做检查了，所以去了省医、市一医

等各个医院进行寻找。 ”付先生说，

大医院快找遍了，都没有发现母亲，

他准备继续去贵阳的其它医院看

看，只要有一丝可能性，自己都会全

力寻找母亲， 也希望母亲看到这个

消息能尽早回家。

据了解，昨日早上，付先生已到

当地报警。 市民若看到杨永凤女士，

请及时与其家人联系， 联系人付先

生：15923172116。 （本报记者）

听闻自己可能患了癌症……

六枝一男子办业务时将钱包忘在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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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前卖萌

杨永凤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