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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里对 200 多只流浪猫实施 TNR 计划

公益组织的这一行动
避免了 600 只新流浪猫出生

30 个准爸爸体验“分娩”疼痛
其中 13 个扛不住

等待领养的流浪猫。
本报讯（记者 吴震宁 文/摄） 昨
晚，我市第 11 场流浪动物公益领养活动
在江北恒一广场举行。同时，第二家集
办证、寻回、救助、领养、宣传、交流于一
体的一站式流浪动物救助站——宠信·
萌宠救助公益驿站落户该广场，洪塘街
道洪都社区将联合该驿站建立流浪动物
救助基金，实施公益 TNR（抓捕-绝育放归）计划。从去年底至今，我市已有
200 多只流浪猫受此类基金资助免费实
施了 TNR。
TNR 是国际上公认的有效控制流
浪动物的方法之一，去年底，我市首个流
浪动物公益救助平台“宁波宠信”，联手
“安安宠医”
旗下的宁波十家连锁宠物医
院发起成的流浪动物百万救助基金。
运作半年来，该基金已向包括洪都
社区、中山名都等 8 个社区提供了 200
余个免费绝育名额，大大改善了这些社
区因流浪猫而产生的民生问题。
在昨晚的活动现场，洪都社区的志
愿者何女士告诉记者：
“ 此前，我们已经

在社区里绝育（放归）了 20 只流浪猫，按
照猫咪一次生育 3-5 只小猫的生育效
率，今年春季这一轮 TNR 计划实施下
来，我们至少避免了 60—100 只新小猫
的出生。”而从全市范围来看，200 多只
流浪猫被实施 TNR 计划，意味着至少避
免了 600 多只新小猫的出生。
在 TNR 计划实施更全面、更完善的
中山名都社区，已有近百只流浪猫被实
施了绝育手术和放归。对于这类绝育后
健康乖巧的流浪动物，宁波宠信也将它
们通过流浪动物公益领养活动平台向社
会开放领养申请。
“今天就有 2 只实施了 TNR 后的流
浪猫被爱心人士领养回家了。”宁波宠
信、宁波领养日志愿团队负责人潘赛军
告诉记者，通过宁波领养日平台，他们
已帮助 300 多只流浪动物回归了家庭，
每月定期举办的线下领养活动也向社
会传递了“如何与小动物友好相处”
“做
一个合格的猫狗主人”
“ 领养代替购买，
绝育代替捕杀”等动物保护理念。

今起我市再度进入梅雨期
本报讯（记者 石承承） 享受了一
个阳光，气温又不算太高的周末，
很多人
甚至可能都已经忘了眼下还是梅雨期。
市气象台说，
从今天开始，我市将再度进
入梅雨期，而且将一直持续到 27 日。
和入梅后首轮降水带来疾风劲雨不
同，从目前的预报看，
这回降水过程打的
是
“持久战”
，
接下来的一周时间，
我们都
将在
“多云转阴有阵雨”
或者
“阴有阵雨或
雷雨”
的状态中度过。换句话说，
雨下不

下，
什么时候下，
都得看老天。
碰到这样的天气，难免给我们的日
常生活和出行带来诸多不便，比如得备
好足够的换洗衣服。不过，
这种雨水
“绵
绵无绝期”
，
不正是梅雨该有的样子吗？
不过，从目前的预报看，等到周末，
气温会有一个明显的弹升，不仅表现在
最高气温将攀升至 28-29℃，就连最低
气温也有 26℃左右，恐怕到时候得过一
个
“黏糊糊”
的周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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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童程红 通讯员 姚璐璐） “疼死了，快停下！”
昨
天上午 10 点，30 名准爸爸度过了一个别开生面的父亲节，他们在
鄞州妇女儿童医院参加了一场
“准爸爸分娩体验”
活动。事后，
男士
们说，
真没想到生孩子会这么疼，
以后一定加倍疼爱妻子。
活动一开始，
医护人员便向在场的准爸爸们打起了预防针：
“这
种痛，大男人也不一定扛得住。在医学疼痛指数中，自然分娩属于
十级也就是最高级的疼痛。
”
一些男士听着便心慌，发挥起了谦让精
神，
让后面的体验者排在自己前面。一名本来排在第二位的男士一
直退到第六位，
还不肯上场。
“第 1 级时没什么感觉，第 2 级时有一点麻麻的刺痛感，第 4 级
是一个难关，之后越来越疼，别看我没喊出场，其实已经浑身冒汗
了。到第 10 级，我差点要就放弃，但老婆在边上加油打气，特别是
女儿也在身边给我加油，
才硬生生忍了下来。
”
第一位体验者吕先生
向记者描述了他的
“分娩”
体会。
吕先生挑战十级成功，给后面的准爸爸们带来不少信心。30
名准爸爸中有 17 人最终扛过了 10 级疼痛，其他准爸爸大多在 4
级或 5 级时便败下阵来。李先生就是其中之一，第一次挑战到第 3
级就疼得嗷嗷直叫，
宣布放弃，
事后又觉得这样半途而废太没面子，
下定决心再战一局，结果扛到第 4 级再次讨饶，白费了妻子在一旁
加油助威，
惹得现场一阵笑声。
医护人员表扬了 17 名闯关成功的准爸爸，但也指出，这种体验
对于真正的分娩来说，
只是小儿科：
“模拟分娩体验的疼痛感只会持
续短短几分钟，但产妇在真正分娩时的疼痛却要比这疼得多，分娩
阵痛往往要持续几个小时甚至几天，
真实的疼痛要远远大于体验的
疼痛。
”
体验过分娩疼痛，准爸爸们还有其他有趣的经历，他们会绑上
一个十几斤重的假肚子，模拟孕妇的日常起居，在育婴师指导下学
习怎么喂奶、换尿布、抚触，
试吃少油少盐相对
“寡淡”
的月子餐。
事后，准爸爸们纷纷表示受益匪浅，也十分感慨女人生儿育女
的不易，
并表示今后会更加孝顺母亲，
疼爱妻子，
做一个合格的儿子
和丈夫。

瓶装液化气气质抽检连续三年合格
本报讯（通讯员 胡蔚萍 姚震） 近日，市城管局公用事业监
管中心发布消息，我市瓶装液化石油气气质抽样检测已连续三年
符合国家标准。本次抽检了鄞州区、余姚市、宁海县和慈溪市瓶装
液化气储配站共 30 家，占全市储配站数量的 49%，30 批次全部符
合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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