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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文明养宠理念

宋飞：

51 城同日举行宠物领养日活动
中国 51 个城市 13 日同日举行伴侣动物领养日活动，宣传关爱流浪动物、领养代替
购买等理念与文明养宠的生活方式。专家评价称，更多人关注动物福利体现了中国社
会的进步。
中国 51 个城市 13 日同日举
行伴侣动物领养日活动。当日，
从东北的哈尔滨到西南的昆明，
从西北的乌鲁木齐到东南的厦
门，人口总数超过 4 亿的 51 个中
国城市举行了为获得救助的流浪
动物
“找家”
的
“中国同日领养日”
活动。

参与城市越来越多
据活动发起方、公益平台
“北
京领养日”负责人杨扬介绍，
“中
国同日领养日”迄今已经举办了
五年。从 2015 年仅有 18 个城市
参加的首届活动开始，到后来的
27 城、34 城、44 城，一步步增加
到第五届的 51 城，涵盖的范围越
来越广。
“鉴于中国的幅员和人口密
度，有国际专家认为这是世界上
规模最大的流浪动物领养公益活
动，我们为此申请了吉尼斯世界
纪录。
”
杨扬说。
在上海，担任
“中国同日领养
日”
大使的中国女演员孙俪，
也是
一位热心救助流浪动物、倡导文
明养宠的公益活动者。
孙俪怀抱获得救助的流浪动
物的形象，成为本届
“中国同日领
养日”的主题影像。
“ 如果因为我
抱了一只小狗的照片让人觉得非
常美好、非常温暖，然后有更多的
人愿意去帮助流浪动物的话，我
觉得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孙俪说。

流浪动物领养活动呈增多趋势
“国际经验表明，
推动领养可
以有效减少流浪动物的数量，并
且提高宠物饲养者和全社会的责
任意识。”
联合国全面谘商机构世

参加北京领养日的志愿者和小狗。
界动物保护协会科学顾问孙全辉
博士表示。
“在中国，近年来，各地流浪
动物领养活动呈增多趋势，领养
宠物也逐渐得到更多人的认可。”
孙全辉说，
“善待动物是人类肩负
的责任，同时也是社会文明的一
个重要标志。
”
日前，
公益项目
“行动亚洲”
与
兽医关怀无国界组织在北京举行
活动，
庆祝
“动物福利型兽医”
国际
合作培训项目在华开展十周年。
“行动亚洲”
创始人苏佩芬表示，
十
年间，
从校园同理心教育到福利型
兽医人才培养，
中国社会在动物福

利领域不断发展。
本月初，为纪念 4 月 4 日
“世界流浪动物日”，一款流行
手机游戏
“阴阳师”
推出了领养
受伤流浪小狗的新玩法，玩家
签订“守护的契约”，游戏运营
公司就从游戏收益中捐出部分
支持流浪动物救助管理。该玩
法上线仅 6 个多小时就达成预
期目标。
此外，通过社交网络和直
播平台的宣传，越来越多获得
救助的流浪动物找到了有爱的
家庭。设在北京的
“天佑流觞”
小屋，每周迎来专业摄影师志

新华社发

愿者为已免疫绝育、性格友好
温顺的猫拍摄照片并发送到社
交网络，有意领养并符合条件
的家庭可以通过通讯软件联系
领养负责人。
世界动物保护协会全球发
展总监迈克尔·汉默对此评价
称，这些新奇而富有创意的关
爱动物方式与网络时代、社交
媒体的蓬勃发展相得益彰，让
人赞叹。中国年轻一代展现出
对动物福利问题的关注与提高
动物福利的积极行动，值得在
全球范围推广。
新华社北京 4 月 14 日电

火场里的
“孤胆英雄”

2019 年 1 月 5 日傍晚，正值
农历小寒。对于宋飞来说，
一次
普通的回家之路，却成为一场惊
心动魄的火中营救。
当日 17 点 10 分左右，当宋
飞驾车行驶在 315 省道上一个
加油站附近时，突然，一辆浓烟
滚滚的大货车进入了他的视
线。只见大约一米多高的火苗
不断窜出，情况十分危急。
宋飞不断鸣笛示意，
但货车
司机却浑然不知，还在继续往前
行驶。
“车着火了，快停车！”
宋飞
赶紧加速超车到大货车前，
反复
示意货车司机靠边停车，最终拦
下了货车。
车上的火苗愈发凶猛，
四处
乱窜。面对熊熊烈火和滚滚浓
烟，宋飞没有犹豫，第一时间从
后尾箱里取下车载灭火器，
冲到
货车旁就开始灭火。然而相对
眼前的火势，
车载灭火器容量太
小，
根本无法扑灭大火。
凶猛的火势、手足无措的司
机，不远处的加油站、川流不息
的省道线……一旦火灾引发车
辆爆炸，
后果不堪设想。危急时
刻，宋飞当机立断，他迅速跑进
加油站，一边借用手推式灭火
器，一边请加油站员工打 119 报
火警。
“因为当时是雾天，我担心
后面的车辆不清楚这里的情
况，发生其他事故。”宋飞说，他
先大声叫货车司机远离着火
处，去车后方放置“三角架”作
为安全警示标志，以免二次事
故的发生。然后，他拔掉手推
式灭火器的安全阀，拿着喷枪
朝着货车的火苗，左右喷射进
行灭火。
一 桶 35 公 斤 重 的 干 粉 灭
火器很快就用光了，可火势依
然没有减弱。宋飞又以百米冲

刺的速度，返回到加油站，重新
拎起一桶新的灭火器，
跑回火场
扑救。
冒着货车随时可能发生爆
炸的危险，
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
的情况下，短短 7 分多钟的时间
里，宋飞 5 次往返火场，一共用
掉了 8 桶灭火器，大货车的火势
终于逐渐得到控制。
闻讯赶来的消防人员到达
后，
用水柱进一步做了降温和防
复燃处理。看见大火被灭，
货车
司机拉着宋飞的手感谢，满脸污
渍的宋飞却只是微笑着挥了挥
手，
便离开了现场。
此时，宋飞身上落满了灰，
还有一股被浓烟熏得烧焦的味
道。到家后，
细心的家人马上发
现了宋飞的
“异样”
：
开始剧烈咳
嗽，
并伴有强烈阵痛。头晕目眩
的他被家人紧急送进医院时，
已
处于呼吸衰竭状态。
“氧分压 60 以下就是呼吸
衰竭，宋飞送来的时候是 45，已
经达到呼吸衰竭的程度了。”衢
州市龙游县人民医院呼吸科医
师张路说。
因为没有穿戴防护设备，在
扑救过程中，
宋飞的肺部吸入了
大量的有毒浓烟和灭火器干粉，
导致血液关键指标血氧饱和度
只 有 81% ，远 远 低 于 正 常 值 。
经过雾化、吸氧治疗后，宋飞目
前已无大碍。
宋飞的事迹在网上传开后，
有网友点赞：
“正能量，
心疼又敬
佩”……面对网上的赞誉，躺在
病床上的宋飞说：
“ 当时我也没
多想，
救火是唯一的想法。我只
是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尽
到了一名人民警察的职责。
”
（中国文明网）

快评
这是一场个人对抗火海
的战斗，也是一位英雄的人民
警察为了保护群众生命财产
而进行的顽强战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