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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仔”陪伴隋红一家走
过了十多个春秋，最后时刻，
它连床也上不去了，步履蹒
跚，就像一位迟暮的老人。
抱着进入晚年的“仔仔”，隋
红沉思良久，在“仔仔”的眼
神里她看到了它对这种陪伴
和爱的享受。“养宠物和爱情
一样，除了爱和喜欢，更多的
是漫长的陪伴。”

“仔仔”于 2016 年离世，
隋红和丈夫穿上得体的衣
服，举行了一个简短的告别
仪式，把它安葬在一棵大树
下。“与狗狗陪伴的日子，感
觉心情特别舒畅，它们带给
我的快乐无与伦比。”隋红
坦言，为了爱犬，她从不心
疼花钱，为它们洗澡、美容、
买好吃的，从来不含糊。如
今，隋红家的新成员名叫“诺
诺”，是一只已经7岁的比熊
犬，陪伴与爱的故事每天都
在书写。 记者 张磊

温暖人生
有爱有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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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人之间的心灵沟通从
来没有被科学证明过，因此动物
和人类之间能够进行心灵沟通
的说法很难让人信服。人类至
少可以有共同的语言。宠物沟
通师如何将鹦鹉、鱼、鼠、马、蜘
蛛或其它动物的思想和意图转
化成人类的语言仍然是一个谜。

然而，现实生活中有成千上
万的人声称有这种非凡的能力。
例如，加拿大一位名为劳伦·波特
的妇女声称她是一个现实生活中
的马语者。波特说，在多伦多一
家农场的几匹马通过心灵感应告
诉她，它们因为将从现在的农场

搬到附近的农场感到苦闷，因为
它们不知道是否会喜欢新的家
园。这些马是怎样得到有关计划
搬迁的消息？难道它会英语并窃
听到了它们的饲养员的谈话？

一项调查发现，67%的宠物
主人说，他们懂得他们的宠物发
出的声音。62%的受访者表示，
当他们说话时，他们的宠物明白
他们的意思。20%的宠物主人
称，他们和他们的宠物完全理解
对方。25%的猫主人说，他们完
全理解他们养的猫的声音。这
未必是精神力量，但可能是直
觉、猜测和常识。

日本科研团队发现，被主人
饲养时间越长，狗与主人的心率
变化越容易同步，双方之间就更
容易“情绪传染”、“心心相印”。

研究人员分析了 13 对主人
与狗的心率变化情况。他们每
隔 10秒测量狗和主人的心率变
异性，据此判断狗和主人之间的
情绪变化与关联。结果发现，当
主人做不同事情，心理压力发生
变化时，部分参与实验的狗与主
人心率变异性解析数值趋同。而
且，抚养狗狗的时间越长，越可能
这样。雌性狗比雄性狗更容易和
主人产生这种关联。 王蕾

“免费领养猫咪”“无偿领
养狗狗”，看到这样的消息，你
是否会动心？如果你跃跃欲
试，很可能会坠入一些人早已
布下的陷阱。记者调查发现，

“免费领养宠物”信息本质是
噱头，卖家往往会附加各类费
用,也有人收钱后就玩起了消
失。“免费”“无偿”，更多时候
是“高价”的伪装。

说好的“免费”
却搭进数千元

“求助，免费领养被骗。”
在社交软件上敲下这行字时，
上班族庄静慧心中仍有几分
气愤和懊悔。她怎么也想不
到，自己竟然上了“免费领养”
的当。前段时间，庄静慧在某
视频平台看到“免费领养猫
咪”的信息，喜爱小动物的她，
瞬间就动了心。在与对方简
单沟通后，她就去现场见面签
订了合同。

“当时猫咪很可爱，也很
活泼。看着小动物那么讨人
喜爱，我脑子一热，就与店家
签了一份《领养合同》。”庄静
慧说，当天除了签合同，她还
花了 698 元买了一袋猫粮、一
盒益生菌、一管营养膏等宠物
用品。合同中还约定，需每月
在店里购买一包 249 元的猫
粮，而后她带走了那只三个月
大的猫咪。然而，回到家后几
天，她才发现猫咪精神状况逐
渐不好，甚至生了病。为此，
她又花了近 2000 元给猫咪治
病。“明明是免费领养，为什么
最终变成了这样？我不求店
家赔偿医药费，但猫粮钱是不
想让他继续赚了。”

善于包装名头
步步引诱交钱

不少“免费领养宠物”信
息，往往都善于包装，甚至有
一些固定话术或使用“网图”
宠物。骗人的套路，让人防不
胜防。经过辗转，记者联系上
一家“由于疫情原因猫舍倒闭”
的店家，其在广告中宣称“猫咪
全部免费低价领养”。他说，自
家宠物可同城自提，异地可空
运托运。而对领养者的要求，

则主要是“有爱心，有工作，有
能力富养，不能转卖丢弃”。

简单交流后，店家直截了
当表示是“买猫粮免费领养
的”，并建议可以先看看朋友
圈的宠物，“每只都不一样。”
记者发现，其朋友圈几乎每天
都更新数十条“领养”信息，每
条信息的模板基本为“××弟
弟，（配×个月猫粮，×××免
费领养）”。“×××这个数字，
就是猫粮的价格，一次性买
清。”记者发现，如果要“免费领
养”该店家发布的品种猫，必须
支付的猫粮费用为 688 元至
2188元，购买猫粮的时间则主
要在3个月至12个月之间。他
表示，除了这一项猫粮费，并无
其他费用。与该店家的“坦诚”
不同，更多的“免费领养”“公
益领养”则是欲盖弥彰，环环
紧扣，捆绑了多种费用。

利润高弃养多
出问题难追责

为何“免费领养”的套路
频发？采访发现，背后主要原
因之一，是近年来宠物的繁殖
门槛降低，为获取更大利润，
有人大批量繁殖宠物。同时，
宠物被弃养的趋势，也造成大
量宠物亟待领养。

不论是批量式繁殖，还是
随意弃养，都给宠物健康带来
了更大隐患。而这也让愿意
领养者面临着尴尬——即使
是交钱领养了宠物，一旦宠物
生病或出现问题，领养者常常
很难找到送养方责任。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
究中心副主任朱巍说，领养猫
狗需要办理相关证件，做好防
疫和健康防护措施。一些以

“免费领养”为名发布的信息，
其实是一种变相的销售模式，

“要求你去缴费、办卡、买粮
等。虽够不上诈骗罪，但把他
人善心当成盈利的工具，损害
了社会善良。”朱巍提醒，这背
后甚至不能排除存在有组织
的产业链。“领养小动物是长
期的过程，不能随意弃养。要
提高警惕、防止被骗，更要综
合考虑自己的经济和持续领
养的能力”。 李松林

“免费领养宠物”多是套路

转行宠物摄影师
想留下更多纪念

七云出生于1997年，是标准
的“90”后，从小就喜欢摄影的他得
到了家人的大力支持，从拍摄风景
到人像，再到后来从事婚礼纪实
摄影，七云说摄影就是凝固时
间、留住最幸福最美的时光，而
他则很乐意记录这些瞬间。

七云告诉记者，在他曾经
任职的工作室里，曾有客户想
给家里的宠物拍摄写真，由于
当时没有专职的摄影师，从小
就喜欢宠物的他硬着头皮接下
了这个工作。“那是我第一次给
宠物拍摄，因为现场还有人像
拍摄，整体环境比较嘈杂，很难
进行，当时就特别想给这些小
宝贝一个安静的环境。”

后来，七云也陆续帮朋友
拍摄过宠物，照片得到越来越
多的人喜爱。经过前期的市场
调研，以及对宠物行业的看好，
让他有了转行做宠物摄影师的
念头。“其实真正让我下定决
心 ，还 是 因 为 自 己 养 的 小 宠
物。”七云记得，那时陪伴自己
整个童年的小博美“虎子”病
危 ，他 却 没 有 几 张 像 样 的 照
片。后来，自己养的阿拉斯加
由于是大型犬，他跑遍多个摄
影机构希望能与其合影留念，
结果也没有找到此类服务。“宠
物的一生只有我们，它们陪伴
我们走过了很多开心难过的日
子，在它们有限的时间里，能留
下更多影像，也是弥补自己的
遗憾。”七云说，很多宠物的主
人都跟他有着类似的共鸣，而
这也成为了他入行的契机。

记者了解到，七云将位于青
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套房子
进行了改造，打造成了一个宠物
独享的拍摄环境，宠物拍摄需要
预约，先确认宠物健康情况，并

提前准备符合宠物身形尺寸的
服装道具。“我们每个时间段只
接待一位客人，拍摄完后会对所
有道具环境进行酒精消毒和紫
外线臭氧杀菌。”七云介绍。

宠物摄影是个体力活
拍宠物比拍人难

“粘粘看这边，哎真乖。”七
云一手拿着相机，一手拿着道
具吸引“粘粘”的注意。他告诉
记者，和普通的拍摄不同，给宠
物摄影是个不折不扣的体力
活。给“粘粘”拍摄当天，为了
避免小宠物会对闪光灯的光线
和声音产生抗拒，七云和助手
会先手动启动灯光，让小宠物
提前适应。

七云介绍，作为一名宠物
摄影师，除了具备基本的摄影
技巧外，还要懂得和动物打交
道。“宠物摄影和人像最大区
别，就是人像写真会相对简单
一些，因为人直接可以进行沟
通，可以按照想法进行摆拍。
但是小宠物就不一样，每个小
动物的性格不一样，它们有的
胆小，有的活泼，有的不太容易
沟通，有的脾气很倔强，有时候
可能到了陌生环境，小宠物就
会特别紧张不受控制。”七云清
楚地记得，曾经拍摄过的一只
小猫咪，自己花了3个多小时的
时间，就趴在地上跟它一起玩
耍，给它吃好吃的，建立起了感
情基础，才慢慢地开始了正常
的拍摄。

“做宠物摄影师最重要的
一点就是真心喜欢宠物，了解
宠物，对宠物有耐心，让它放下
对你的戒备，还要冒着被咬伤
挠伤的风险。如果不够喜欢，
就会很难坚持。”七云说，几年
下来，他的脾气也变得非常“佛
系”，心态相当好。

在大众眼里，常见的宠物
无非是猫、狗、兔子，但七云说，
在他的镜头下，蜥蜴这般不常
见的异宠也曾留下过靓丽的身
影。而因为这项工作，七云也
收获了不少冷门知识，“做一行

就要专一行，为了更好地记录
精彩瞬间，我也是学习了各种
宠物的知识，了解了它们的品
种和生活习性。”

小众行业
热爱是坚持的动力

虽然刚刚试营业不久，但
工作室已经接到了预约的订单，

“那也是只年龄比较大的狗，目
前还在医院养病，主人也是想在
最后时刻，给他的爱宠留下些
东西。”七云说，现在城市生活越
来越孤单，不管是老人，还是年
轻人，养宠物的人越来越多。宠
物的寿命本来就不长，在有限的
时间内为陪伴的宠物留下一些
珍贵的影像，是一件很多人都会
做的事情。

据七云介绍，目前工作室
的预约客户还是以年轻人为
主，既有学生，也有刚踏入职场
不久的新人，还有几位留学生
想留下宝贝的照片带到国外。

“目前宠物摄影在青岛还比较
小众，这个行业较为辛苦，回报
率也比较低。”七云坦言，但对
于他来说，对于宠物们的热爱，
是让他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
同时，他也相信，随着养宠家庭
中的宠物地位在逐步提高，人
们的意识和消费观念的转变，
宠物摄影行业一定有着巨大的
发展潜力。

一张照片打动人的不是画
面的绚丽，而是照片背后被真
情所赋予的温度。“宠物的一生
其实很短暂，也许在主人的一
生里只占了部分时光。”七云
称，宠物摄影师就是去定格宠
物的可爱瞬间，记录成长，为宠
物主人留下一份美好的回忆。

记者 许瑶

9090后小伙当起宠物摄影师后小伙当起宠物摄影师：：
用镜头定格用镜头定格““爱宠爱宠””美好瞬间美好瞬间

野生海参6斤999

电话：186-1519-3097（各地免费送货）

纯野生红极参5斤399元 10斤699元
1、高档野生即食刺参:6-8年壮年参，

肥美新鲜。今天 333 元/斤，3 斤送 3 斤，6
斤 999元，本周特惠“买 6斤送 8斤”，14斤
1998元吃半年。

2、大连臻品野生即食“参王”：深海纯野
生、肉厚、壮年参，口感佳,现买2斤送2斤，共
1099元。本周更推出“买4斤送5斤”特惠，9
斤只需1998元，吃半年。

3、大连纯野生淡干刺参:刺好、筋粗、
肉厚，涨发 12斤以上，两种原价一斤 2399
元、2899元，现买1斤送1斤，都是回头客。

4、高档沂蒙山野生成熟蜂蜜:纯天然，
不勾兑，香甜可口，滋补佳品，75元/斤，特
惠买5斤送5斤，10斤299元。

糟
心

宠物与人
当真存在心理
感应？

每天早上洗漱完毕，要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做饭，为自己做饭，为狗狗“诺诺”做饭，
吃完之后再为“诺诺”准备午餐，梳妆打扮后出门。周一到周四，白天去儿子家帮忙照

看两岁的孙子，周五到周日，参加文艺团队的排练或演出，每一天都安排得满满当当。这
是今年60岁隋红的退休生活，用她的话说就是，生活有追求，精神有寄托，日子过得特别幸福。

在隋红的人生经历中，狗狗的陪伴不可或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她前前后后养过九条犬，
没有狗狗陪伴的日子，她觉得是难以想象的。日前，记者联系到她，听她讲述了这些年她与狗狗的
情缘故事。

有狗狗陪伴，生活充满温暖

“我与狗狗的缘分应该
是在童年时期结下的，很多
快乐的回忆都有它们的身
影。”隋红介绍，她的父亲是
一名空军，后来转业到青岛
第三建筑公司工作，当时他
的单位有一处木材厂，养了
很多条狗，每逢节假日，她
都会跑到那里，与狗狗们一
起玩耍。

当时的犬种没有那么
丰富，基本就是一些土狗，

正是这些小动物，让隋红对
其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当
时因为年龄小，感觉那些狗
狗都特别高大，但是我一点
都不惧怕它们，我们一起奔
跑，相互拥抱，就像很要好
的朋友。”隋红回忆，她和父
亲一起逗狗狗、训练狗狗的
场景，经常浮现在眼前。

木材厂里快乐的童年，
让隋红对狗狗产生了特殊的
感情，并且一直持续着。

木材厂里的快乐童年

成年后，隋红先是进入
工厂上班，而后自己开店。
邻里街坊、亲朋好友都知道
她喜欢狗狗，在 2005 年的
时候，有朋友特意给她送了
一条博美犬，把她兴奋得不
得了。

“1989年的时候我曾经
短暂养过一条大狗，因为居
住条件限制，最终没有长时
间养，博美是我真正意义上
养的第一条犬。”隋红说，刚
刚抱来的时候，小狗只有两
个多月大，长得呆萌，两个

大眼珠炯炯有神，只看一眼
就让人爱不释手。她和老
公为博美起了一个名字，叫

“帅帅”，原因就是因为它长
得非常漂亮。

照顾“帅帅”就像照顾自
己的孩子一样，不仅按时给
它喂水喂饭，而且还要带它
出门遛弯，人人见了都说“帅
帅”好看，虽然挺辛苦，但是
隋红心里充满快乐。“那时候
我们家还没有开通暖气，白
天我和老公上班，害怕它冻
着，就一早将它送到我婆婆
家，傍晚再把它接回来，就像
上幼儿园一样。”隋红笑道。

“帅帅”为整个家庭带
来了快乐，可惜意外来得太
突然，在一次交通事故中

“帅帅”失去了生命。“陪伴
了我们三年，它去世后对我
的打击特别大，那段时间我
把店关了，整天在家以泪洗
面，心情十分压抑，眼前时
时刻刻浮现出它的身影。”
回忆起那段时光，隋红依然
不能释怀。

从开心快乐中开启

为了弥补隋红心灵上
的创伤，家人和朋友作出
了诸多的努力，她的老公
特意跑到宠物市场，买回
了一只和“帅帅”相近的博
美，但没过两个月小狗突
然患病离世。

之后，儿子带着她又
去了南山市场，这次他们
买了一对博美，希望能够
带来快乐，可是好景不长，
两只小狗先后患病离世。

“接连不断的打击，让我彻
底崩溃了，当时就觉得老
天对我太不公平了，我那
么热爱狗狗，然而却遭遇
这样的结果。”隋红激动地
说。痛苦中她也在不断反

思，到底原因出在哪里。
后来，儿子的同学又

给她送来一只博美，她给
狗狗取名“豆豆”，喂食、洗
澡、打针、遛弯……隋红倾
尽 全 力 照 顾 着 这 个 小 生
命，就连下饭馆都要带着
它，然而在“豆豆”三岁的
时候，不慎从床上掉下，很
快又患病去世了。

“在宠物医院里，我一
直抱着它到生命最后一刻，
医生建议解剖一下了解情
况，被我拒绝了，我不忍心
我的宝贝再挨刀。”一场场
痛苦的离别，让隋红伤心欲
绝，她的生活陷入了低谷，
并下定决心不再养狗。

痛苦离别陷入低谷

没 有 狗 狗 的 日 子 平
淡无奇，隋红虽然嘴上不
说，但是日常的种种表现
却 瞒 不 住 家 人 和 朋 友 的
眼睛。“有一天，一位很好
的姊妹给我打电话，说送
给我一件礼物，我见到狗
狗的那一刻，心里还是绷
不住了。”隋红说，小博美
的那对眼睛，瞬间突破了
她的心理防线，她决定收
养它，为其取名“仔仔”。

有了之前的经历，隋
红在照护方面特别用心，
小心翼翼。“仔仔可以说是
在我们床头长大的狗狗，
照顾它比自己的孩子还要
细致。”隋红介绍，为了避
免之前的情况发生，她专
门学习了狗狗饲养知识，
而且还学会了做狗狗适合

吃的饭食，小饼、鸡蛋、奶
粉、小窝头、牛肉、狗粮等，
按时调理喂养。

“仔仔”十岁的时候，
不慎患病，这可又急坏了
隋红，她赶紧抱它去了宠
物医院，经过及时的救治，

“仔仔”生命被挽救，很快
就生龙活虎起来。“每天回
到家，它就围着我转，摇尾
巴，蹦跳，一切烦心事都没有
了。”隋红说。其间，隋红有
一次不小心摔伤了胳膊，住
院治疗期间，“仔仔”在家闷
闷不乐，每天趴在门前等待
她回家。听到丈夫和儿子的
描述，隋红眼泪哗哗直流。

“‘仔仔’让我感受到
了温情与牵挂，是一种纯
粹的感情，它重新燃起了
我对生活的热爱。”

重燃对生活的热爱

我们对于人物摄影、亲子写真应该都不陌生，可
你听说过宠物写真吗？

布置场景、选择合适的服装、用小道具吸引宠物
的注意力，等待合适的契机，用相机定格它们最美的
瞬间。这两天，“90后”摄影师七云正在给他的御用小
模特“粘粘”拍摄一组形象照，作为即将到来的圣诞节
主打系列推出。就在一个月前，他的“喵汪社摄影工
作室”正式开始试营业，“拍下主人和宠物的温情瞬
间，用相机把这个瞬间定格成永远，十分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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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员缪司给小宠物选择引导员缪司给小宠物选择
适合的衣服适合的衣服。。

隋红与爱犬隋红与爱犬““诺诺诺诺””

隋红与爱犬隋红与爱犬““帅帅帅帅””（（左左））

七云手动启动灯光七云手动启动灯光，，让让
小宠物提前适应小宠物提前适应。。

七云给七云给““粘粘粘粘””拍拍
摄圣诞照摄圣诞照。。

人体内的氨糖软骨素是可以自身
合成的，但是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氨
糖软骨素含量不断降低且不再生成。
等到年龄越来越大，氨糖软骨素含量越
来越少，逐渐出现驼背、走路无力、关节
时常疼痛的现象。

氨糖在自然界中主要存在于蟹
壳、虾壳、贝壳等壳类生物中，软骨素
主要存在于像鸡皮、鱼皮以及鸡、牛与
鲨鱼的软骨内，所以与软骨素比起来，
氨糖较难补充。但随着科技的发展，
科学家将氨糖从壳类生物中提取出

来，更方便补充。
如果你人到老年，骨密度降低，经

常出现不明原因的扭伤、抽筋等现象，
不妨用上氨糖软骨素钙片吧！

为了帮助骨关节不适的读者朋友及
家人，老年生活报康康商城限时团购海
之圣博力氨糖软骨素钙片 3 瓶只需 99
元，由于此次优惠力度大产品数量有限，
活动时间仅限 7天，还望广大读者朋友
抓紧时间报名申购，售完为止，谢谢您的
合作和理解!不能到店的读者可免费邮
寄货到付款！

人到老年增加骨密度 还得用氨糖软骨素

本品不能代替药物 鲁食健广审（文）第251026-02996号李沧金山皮肤病门诊
地址：青岛市李沧区金水路2357号（重庆中路与金水路交汇处）
健康热线：0532—686 2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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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下方二维码，加入
“ 家 有 萌 宠 ”微 信群，分享
更多养宠秘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