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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园两只黑猩猩去哪了？
搬去南京 将有4只狒狒来扬

昨日，有网友称，动物园猩猩馆变
网友：猩猩馆变狒狒馆
狒狒馆，猩猩不见了，也没有狒狒。对
此，茱萸湾风景区扬州动物园回应称， 网友“五月初五”称，带小孩去茱萸
两只黑猩猩长大了，动物园的场馆空间 湾动物园游玩，孩子想看猩猩，可是去
已不适宜它们生存，加上它们已进入繁 了以后发现，猩猩馆改为狒狒馆了，里
殖期，因此已送往南京红山动物园饲养 面却没有狒狒，也没在别的地方找到猩
并繁殖；而在3月下旬，4只狒狒就将来 猩馆，想了解下茱萸湾的两只动物明星
到扬州，目前相关手续已全部办妥。 去哪了？

针对网友的疑问，扬州动物园相关
记者了解到，动物园两只黑猩猩是
2009年从常州引进的，当年不足2岁， 负责人解释，猩猩馆确实已改名叫狒狒
不少扬州人见证了它们的成长，它们的 馆，因为两只黑猩猩现在已10岁了，长
可爱调皮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扬 大了，对活动空间的需求也大了，而动
州动物园的8年多时间里，黑猩猩已成 物园猩猩馆空间显然已不够。加上它们
已基本成年，进入了繁殖期，因此动物
为园内最为人喜爱的动物之一。
园将它们送去南京红山动物园，让它们
园方：送去南京繁殖
有更大的活动空间，更适宜它们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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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孙走散
多名热心人看护孩子
本报讯 记者 马燕洁 昨天晚上7
（

）

同时，关于狒狒馆狒狒的引进事宜，
目前所有引进的手续已经办妥，到3月下
旬，狒狒就将来到扬州。据悉，这次来到
扬州的狒狒共有4只，种类为阿拉伯狒
狒，它们的“老家”在非洲的索马里北部、
苏丹、埃塞俄比亚，以及亚洲的阿拉伯半
岛西南部和阿拉伯湾的岛屿上，是当地
最著名的灵长类动物。 记者 向家富

大爷骑车侧翻
路人打电话送医

本报讯 （记者 崔根元 ）昨
天晚上6点40分左右，平山堂
路附近，一位大爷骑三轮车发
生侧翻。
现场市民告诉记者，事发
时一位60多岁大爷骑着三轮
车行驶在路上，到事发地时出
现一段下坡路，坡度较大，大
爷骑着骑着就失控了，导致车

辆发生了侧翻。事故发生后，
大爷倒在路上起不来，有路过
市民发现后，立即拨打了急救
电话。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发
现，老大爷头部和手均有明显
伤情，随后大爷被救护车送往
医院。 （ 请报料人下周四五来

时40分左右，在大水湾公园内，一名8岁
男童与爷爷走散，多位热心市民帮忙看
护孩子，一直等到男童的爷爷找到孩子。
领取信息费20元 ）
据现场市民樊先生介绍，当时一位
男童在公园四处喊爷爷，找不到人就哭
起来了，好几位市民就围住男童问怎么
回事，还有人问他爷爷的手机号，而男童
就顾着哭，什么也不说。一位带着孩子的
妇女拉着孩子安慰他，自称她的儿子和
男童是同班同学，男童是跟着爷爷来的，
爷爷到旁边去健身了，一会儿就会来。过
本报讯 （ 记者 孟俭 ）昨日 握住车把，车失控侧翻。当时自
了10分钟左右，孩子的爷爷自己找来了，
本报讯
他告诉众人，他就在附近，让孙子和同学
丛时，突 凌晨4时多，沙湾路上发生一 己比较急，想着去护菜，没想到
打球，和孙子说好了一会儿就过来找他， （ 记 者 姜 传
然 感 觉 起意外，一批菜的电动三轮车， 几袋菜将他腿压住，无法脱身。
很感谢这么多热心的市民帮忙照顾孙 刚 ）昨天下午，
脚 面 上 失控侧翻在路边，菜贩腿被压， 没多久，一辆车经过，听到顾先
子。
生呼救，车上下来两个人，合力
市民王先生来
被 什 么 所幸两路人及时施救。
电称，他当天下午和几位朋友在长江边踏青、 东西叮了一下，连忙抬脚一甩，一条五六十
昨日，记者根据其他商贩 将菜抬到一边，并将顾先生扶
挖野菜时，被蛇咬了一口，提醒市民野外踏青 厘米长的蛇从脚上逃走了。王先生蹲身一 提供的联系方式，联系上出事 起。经检查，顾先生有些瘀伤，
要防蛇。
看，袜子上留下了两个小洞，幸好皮肤没破。 的菜贩顾先生。他称，凌晨他在 没伤到骨头，还能走动。两人帮
王先生介绍，昨天下午，他和几位朋友 一位懂行的同伴说，咬人的蛇无毒。气温逐 联谊蔬菜批发市场，批发了好 他将菜重新装车后，就开车离
本报讯 （记者 崔根元 ）昨天下午5点 一起开车到瓜洲长江边踏青，顺带挖些野菜 渐升高，蛇和蜈蚣等也开始出来活动，本报 几袋土豆和洋葱。可能装得较 开了。（请报料人下周四五来领
多，外加车被颠了一下，自己没 信息费20元 ）
30分左右，翠岗中学附近一辆轿车和一 尝鲜。3时左右，就在他左脚踏进岸边一处草 提醒市民注意防范。
辆电动车相撞，导致骑手骨折。
知情市民告诉记者，事发时正值学
生放学时间，一辆轿车到学校接学生，停
靠在学校附近。事发时，轿车内有人开车
门，就在这时，一名40岁左右的女子骑
电动车正好经过，避让不及撞了上去，电
本报讯 （ 记者 葛学涛 孟俭 ）10日 到溧水赏梅花。在水渠边，两名70多岁 先拉起身，所幸水不怎么深，老人伤情
动车倒地，女骑手受伤。事发后，现场有
人拨打了报警电话，急救人员赶到现场 上午，两名70多岁老人在溧水观赏梅 老人倚靠在水泥栏杆上照相，突然栏杆 还好。
随后，在其他徒友的帮助下，两老
后，经初步检查发现，受伤女子除皮外伤 花时落水，栽倒水渠中，所幸好心人施 断裂，两老人面朝上倒栽入水渠中，其
外，还有一胳膊有明显骨折现象，随后女 救上岸。昨日，记者了解到，当时救人 中一老人头部还磕到了水渠坡石上。 人和女儿被拽上岸。见老人脱险，冯华
子被送往附近医院。目前，事故责任认定 的是市公安局油田分局的教导员冯 意外发生后，两老人的女儿跳了下去， 才在其他人的帮助下爬出水渠。这一
抱着老人呼救，冯华见有人落水，来不 幕，被游玩的徒友拍下，传到了网上，引
还有待警方调查。（请报料人下周四五来 华。
冯华称，当时他正好和53名徒友 及多想就跳了下去，一手一个将两老人 来不少点赞。
领取信息费20元 ）
救起老人后 ，冯华被同伴拉起 。

车子侧翻腿被压
多亏路人救出

气温回升 当心“蛇出没”

轿车开门 骑手撞骨折

民警勇救两名落水老人

旅游咨询电话：0514-85827179 85827136 85827139（全天候）
模范导游工作室热线：0514-85827136 13952539110
报名地址：中国国旅（江苏）邗江分公司四望亭路 488-15 号 扫微信 送礼品
（锦绣花园小区南门）

跟着文化学者黄继林和
全国模范导游吴军游三峡
中国国旅（江苏）邗江自组发团，扬州起止、国旅自组、全程导游陪同
4 月 30 日 成人 ：2880 元/人
行程特色 ：
扬州文化学者黄继林老师专题讲座让你了解长江
船上有一场自娱自乐的互动文艺晚会
长江三峡 、恩施大峡谷 、神农架三大景区一网打尽
扬州起止 、国旅自组 、纯玩无购物 、全国模范导游带队
全程无保证自费 ，已含恩施游览门票费用
游船介绍 ： 长江传说号是一艘三峡五星级涉外豪华游

1.
2.
3.
4.
5.

船，原名“世纪之星号”。游船整体长度87米、宽度16米、甲板
高6层，配有2间总统套房、7间豪华套房、84间豪华标准间，
一共93套客房，可总共搭载186位中外游客。
3 月 13 日旅游周刊中 “ 全程
游览景点 ：西陵峡、巫峡、瞿塘峡、神农架自然保护区、
昭君故里、神农祭坛、天生桥景区、神女溪、白帝城、土司城、 保证无自费 ” 更正为 ” 全程无保
证自费 ”。
广告
女儿城、恩施石门河大峡谷。

体彩新视界

体彩大乐透开出 1000 万元头奖 奖池 51.25 亿元

扬更
州多
体资
彩讯
官请
方关
微注
信

广
告

3月12日，体彩大乐透第18028期开奖号码为 51.25亿元奖池金额滚入今晚开奖的第18029期。
04、19、25、30、35+04、07”，本期全国共销售2.1 2元投注可中1000万，3元投注可中1600万，买大
亿元，筹集彩票公益金7574万元。
乐透切莫忘记追加投注。
本期，全国中出的1注1000万元头奖出自河
扬州彩民连中即开大奖
南省信阳，幸运儿凭借一张“10+2”的组合复式
票，投注金额504元，中得一等奖1注、三等奖25 “体彩顶呱刮十周年庆”主题即开票已和我省
注、四等奖100注和若干小奖，单票中奖金额1016 彩民见面，3月12日我市仪征新集镇10748站点一
—50万元！就在
万元。本期二等奖开出60注，每注奖金17.5万余 位彩民刮出10元面值的最高奖——
元；其中14注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10.5 当天另一位彩民在寄快递的时候，向顺丰小哥买
万余元。三等奖开出687注，每注奖金5670元；其 了几张“顺丰彩”，一举刮中了25万大奖！值得一提
中226注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3402元。 的是刮中50万大奖的10748站点，2月3日刚刚中
张瑜
本期开奖后，奖池金额继续刷新历史纪录，将有 出体彩大乐透1000万大奖！

乐程旅游招聘驾驶员
因公司业务发展需要，现诚聘兼职驾驶员若干名

岗位职责 ：
岗位要求 ：
1. 遵守公司规章制度 ， 不断提高驾驶员安全意识
1. 品行端正 、 无不良记录 ，50 岁以下 、 驾驶技术优
确保行车安全；
秀者年龄要求可放宽；
2.保证车辆及时到位 ，做到客人满意 ；
2.持有 A1 驾驶证 、客运从业资格证 ；
3.工作责任心强，熟悉本市交通法规和行驶路线；
3.具备专业知识与技能及 3 年以上实际驾驶经验 ；
4.听候调度的车辆安排、及时参加组内安全学习；
4.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奉献精神，吃苦耐劳。
以上招聘岗位薪资 、福利待遇从优 ！
5.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 。
广告

公司地址:扬州市广陵区玉器街 1 号①号楼三楼乐程旅游 联系电话：0514-878169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