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降”大盗 一夜盗走珠宝数百万

中秋夜，西昌家佳名品购物广场，金银首饰、翡翠玉器、虫草等6店铺被盗，目前案件还在调查中

现场疑云

成都商报记者 罗本平

摄影报道

疑云

1

：有商场布局图？

一商家分析，贵重物品是被盗6家店铺的

共同点， 每家被盗店铺的吊顶开口位置都准

确无误，难道窃贼有商场布局图？

疑云

2

：有内鬼参与？

一店家分析， 窃贼是知道金银饰品店内有

摄像头的， 而且知道商场的电源闸刀在什么地

方以及报警联网系统的供电线路。此外，有商家

曾听到或发现有人在吊顶之上行走的动静或痕

迹，是否为行窃踩点呢？是否有内鬼参与所为？

疑云

3

：吊顶孔洞成行窃通道？

在商场一个小型入口旁， 一家银行大厅

已搬迁，自动提款未使用，所以自动提款机前

的摄像头并未运行。 而就在这个地方顶部的

吊顶位置，同样有两个方形的孔洞，能容纳人

员进入。 而这两个孔洞是否为行窃人员进入

商场的通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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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蔺一家三口吃蘑菇中毒

川渝接力，拯救生命

本月14日，泸州古蔺县石屏乡刘家

村村民李德才一家3口， 吃下毒蘑菇后

命悬一线。将年幼的一双儿女送到重庆

儿童医院后，因为缺钱，18日，李德才办

完出院手续、 将一双儿女带回了古蔺。

随后，一场川渝两地的爱心大接力开始

了……

李德才没料到，14日当天，自己在路

边摘下的一片白蘑菇，吃下白蘑菇后，李

德才本人和他7岁的女儿、4岁的儿子相

继出现呕吐、腹痛等情况。当地医院表示

无法治疗后，16日， 李德才带着两个孩

子，来到重庆儿童医院。由于缺钱，李德

才只给病情最为严重的大女儿做了血

透。18日当天，李德才带上孩子，办完手

续，选择回家。

一位父亲的悲情抉择撼人心魄。目

前在重庆工作的泸州人杨英俊， 第一个

站了出来，捐资两万元，而在李德才的老

家， 乡亲们也开始进行募捐。“60户人，

一共捐了2650元。”邻居罗良说。

医生介绍， 现在两个娃娃都已脱离

了生命危险。21日，李德才也进入重庆医

科大附属一医院重症监护室治疗， 目前

则还没有完全稳定。

昨日下午， 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

时，古蔺石屏乡政府表示，一方面，乡政

府将向上级民政部门反映， 通过临时性

困难的补助政策， 尽可能帮助李德才一

家，并将进一步了解情况，多方面筹集资

金，帮助这一家人。

成都商报记者 张柄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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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自杀，校方无责？9月19日，有网友发

帖质疑广元市八二一中学一份 《学生安全管

理协议书》的合法性。该协议需由该校高一新

生家长与校方进行签订。对于网友质疑，校方

回复称协议合乎规则。

而昨日， 该校主管部门广元市教育局表

示：该协议系校方自制，需重签。若发生学生

自杀自伤事件，学校存在失职，定要担责。

9月19日上午10：19，网名为“mixl”的网

友在广元市当地论坛上发布了一则名为

《“自杀免责”？》的网帖，帖子称：“广元八二

一中学要求高一新生家长与学校签订一份涉

及 ‘自杀免责’‘校内摔伤免责’ 等内容的

《学生安全管理协议书》， 请问合法吗？”随

后，多名论坛高等级网友留言参与讨论，很多

人质疑学校此举不负责。

而在该网帖之下，9月19日22：59，广元市

八二一中学做出回复称： 发帖网友对协议全

文未能全部了解清楚， 称该校与学生签订的

《学生安全管理协议书》是依照教育部、省教

厅、 市教育局关于学校安全管理工作的要求

进行的，协议书的内容为统一版本。目的是为

了一步明确学校、家庭和学生的安全责任，确

保学生安全。

《广元市八二一中学学生安全管理协议

书》（以下简称《协议》）中的第二条第6款是

这样表述的“6、符合下列条件的即可确定学

校无过错，不负责任：（3）学生自杀、自伤，或

在对抗性或具有风险性的体育竞赛活动中发

生意外伤害的；（4）其他意外因素造成的。”

随后，记者与广元市教育局取得联系，该

局安全教育办公室主任李红表示： 市教育局

制定的安全协议是严格按照教育部的相关办

法来制定的，年年都会发放。但八二一中学所

制定的协议，是由校方自行制定的。市教育局

已责令八二一中学收回该协议， 并在该校新

生期考之后，从市教育局领取新的安全协议，

并重新与新生家长进行签订。李红表示，即使

是市教育局制定的安全协议， 也只是想提醒

家长与校方一起， 对孩子进行正面的引导和

监护，并无推卸责任之意。若真的发生类似事

件， 学校及上级主管部门都会严格按照法律

规定，履行责任和义务。校方若存在失职，定

会担责。

而对于这一协议， 泰和泰律师事务所邓

庆律师认为， 协议书的上述规定在法律效力

上存在瑕疵。

成都商报记者 梁梁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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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校门先签协议： 学生自杀，学校无责？

广元市教育局回应：该协议系校方自制，需重签 校方若存在失职，定会担责

砍柴老人

坠落100米深溶洞身亡

昨日， 宜宾市长宁县富兴乡一个落

差近100米的悬崖溶洞内， 上演真实版

《垂直极限》，宜宾消防经过数小时紧张

营救， 将跌落溶洞的67岁五保老人刘伦

峰营救到地面， 遗憾的是老人经证实已

经死亡。

长宁县富兴乡是一个以喀斯特地貌

为主的山区乡镇， 山林间到处是悬崖峭

壁和溶洞， 很多溶洞相互连通， 纵横交

错。9月21日下午， 该镇茶坪要67岁的五

保老人刘伦峰上山砍柴时， 不慎在崖壁

上失足， 跌落到近100米深的溶洞中。当

晚， 连夜赶到现场的消防官兵经过前期

勘探，摸清了坠崖老人的位置，并确定老

人因伤势过重已经死亡。

成都商报记者 罗敏

吊顶有洞 窃贼是“从天而降”？

昨日下午， 位于西昌市城区航天大道旁

的家佳名品购物广场，和平日一样，正常营业。

进入商场第一条通道内， 有几家经营金银首

饰、玉器的店铺关门歇业，门上还贴有西昌市

公安局西郊派出所的封条。

在经营玉器、翡翠的一家商铺内，柜台内

存放玉石翡翠的盒子，早已空空如也。另一经

营藏红花、虫草的店铺内，店内的藏红花被全

部偷走，虫草部分被盗，在经营金银首饰的店

铺内，摆放黄金、铂金、玉石等饰品的柜台也

被拿走，仅剩模具。走访6家被盗的商家店铺，

无一门锁被损坏，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吊顶板

材上，都一个大小不一的孔洞，能容纳一个人

进出。根据各商家的介绍，最少的损失有10多

万，多的达到数百万。商家介绍，3个多月前商

场在装修过程中， 吊顶时商场供给商家的通

风孔用石膏板吊顶，在石膏板与楼板之间，形

成一个夹层，人在里面可在吊顶龙骨上行走，

到达商场的任意位置。

监控显示：窃贼配合密切

一名卖银饰品的店家表示，事发后，大家

查看了监控视频， 发现盗贼行窃的时间是20

日凌晨2时许至3时许，当时监控显示，店内的

吊顶有粉末脱落，之后有手电光束照进店内，

没过多久， 店内监控的电源就被切断，“到底

是什么人进入，有多少人，都不知道。”

而据另一商家介绍，监控视频断电，是有

人拉下了供电电闸。“之前进行过踩点， 我店

铺的吊顶都被踩裂了。”经营皮包生意的店家

赵师傅表示，19日早上开门营业时，发现吊顶

部分区域开裂了， 也曾听到过有人在吊顶上

面行走的响动。

展开调查 省公安厅派人增援

昨日下午， 成立调查组的西昌警方等在

商场进行取证。

据西昌警方介绍，事发后，凉山州、西昌

市各级领导非常重视， 警方也立即成立专案

组，展开案侦工作。省公安厅也派出人员，协

助西昌警方展开案侦工作， 警方表示还在进

一步侦办和核实中。

商场的负责人表示， 目前案件还在调查

中，具体情况不清，暂时没什么可说的。昨日

下午，被窃的商家在警方进行确证调查之后，

封条被取消，可以恢复营业。

中秋月圆之夜，一伙窃贼借机“洗劫”位于西昌市区的家佳名品购物广场，盗

走价值数百万元的金银首饰、翡翠玉器、虫草等。

好似电影剧情，被盗的6家商户店面门锁完好，顶部装修夹层开孔进入，6个孔

位无一偏差，行窃之时，监控电源被关。“难道是熟悉商场布局的人所为？”

案发后，西昌警方介入调查。目前，省公安厅也派出人员协助西昌警方，早日缉凶。

制图 余进

荨

商 场 吊 顶 的

石 膏 板 在 案 发

后 出 现 了 一 个

洞孔

中秋佳节在岁月艺术馆开展的 “笔

墨旧约———竹庵蒙中书画艺术展” 令成

都艺术迷感受了一把清雅之美。 昨天，成

都商报记者又从岁月艺术馆获悉，艺术展

开展两天，106件送展作品已销售近八成，

而且其山水、花卉题材作品也已被藏家收

藏。策展人还介绍，本次展览也创下了一

个纪录，30多人的庞大外省藏家团专程来

蓉收藏蒙中的作品，这让蒙中也很吃惊。

本次大展展出蒙中的106件新作（其

中20余幅为作者借展），被圈内人士认为

“清雅、简单，像是古人在画古意”。过去

岁月艺术馆举办的展览一般都会举行

VIP预展，即提前销售的形式，但鉴于蒙

中的一大批忠实藏家专程从各地赶到成

都捧场， 所以本次展览的所有作品只在

开幕当天才进行销售。在开幕当天，蒙中

的山水题材作品就几乎全被藏家购买。

昨天下午一位资深藏家到艺术展后，发

现她喜欢的作品已被其他藏家捷足先

登，感到非常遗憾，直说“不该因为中秋

节而错过了开幕”。她也表示，希望通过

预订的形式，购买蒙中的作品。

在接待了多位有预订需求的藏家

后，岁月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决定，在蒙中

个展期间，均接受藏家的预订，保证意向

藏家将来能优先拿到自己喜欢的作品。

蒙中昨天也表示，展览成效在预料之中，

“山水题材和花卉题材最受欢迎，我想是

跟我们的布展有关， 加上这属于国画的

传统题材，藏家也喜欢追热，特别是一些

外地藏家， 不过我会坚持自己的创作理

念。”

成都商报记者 谢礼恒

看央视热剧 《大秦帝国之纵横》有

机会免费游西安，中奖名额高达20个？没

错！中奖人名单将在10月8日公布。

目前，《大秦帝国》第二部《纵横》正

在央视一套晚间黄金档热播，这是该系列

电视剧时隔四年再度回归电视荧屏，海内

外再掀大秦热潮。这部历史正剧全景式还

原了秦国与六国合纵连横的历史画卷，史

诗般再现了商鞅变法之后秦国近50年波

澜壮阔的强国之路，一扫近年来古装电视

剧戏说化甚至雷剧化的气息。

日前， 该剧导演丁黑表示，“我们想

用更通俗更有效的方法来拍历史正剧，

有点像‘百家讲坛’版《大秦帝国》的感

觉。”丁黑说：“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讲，

对秦朝基本的概念就是老子残暴， 儿子

混蛋， 把秦统一中国的功劳都记在秦始

皇一个人头上。但实际上，秦始皇之所以

能统一中国， 那是秦国几代人由一个弱

小贫穷的偏蛮小国，奋发图强，历经磨难

才实现的大国梦想。 秦国走向统一的先

秦时代， 正是中国文化一个非常明亮灿

烂的时期，豪迈、健康，充满了朝气。那样

一个风云际会群雄争霸的大争之世，秦

国为什么能够灭六国而一统天下？《大秦

帝国》系列就是想拨开历史迷雾，以电视

剧的表现方式让更多的观众重新认识这

段历史。”

丁黑称， 秦王国时期在他眼里就是

中华民族的青少年时代，充满朝气、热情

和生命力。这种生命力，观众们是否也在

剧集中感受到了呢？

今日起关注本报官方微博@成都商

报，参与有奖问答活动，我们将不定期送

出u盘、dvd、笔记本等精美小礼品；而更

让人激动的是，今日起至10月8日，每日

拨打商报热线028-86613333-1的前20位

读者，留下你的姓名、电话和身份证号，

或参与官方微博活动， 我们将在参与活

动的读者中一共抽取20名免费西安游大

奖，中奖人名单将在10月8日公布。

（曾灵）

国庆节一起摇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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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演

如此强大的明星阵容

也吸引了大批乐迷， 主办

方同时透露， 音乐节预售

票卖得相当火爆， 单日预

售票1号、3号的仅剩2000

张， 而2号的仅剩1000张！

为了让歌迷们看完演出后

安心回家，演出三天，每晚

22：00至24:00，主办方安排

免费班车送歌迷回市区。

据了解，本次音乐节，

除了体现 “全城摇

滚” 的概念之外，更

融入“自由摇滚”的

特色。此次音乐节特

意选址在保利198公

园，跳出体育馆和露

天体育场相对固定的空间局限，让大家在开阔的自

然区域与大自然亲近， 让每位参与者都能回归自

然，感受大自然的自由与青春活力。为了确保所有

人都乘兴而来，尽兴而归，场地里面所有设施设置

都非常人性化，让大家在音乐节三天里能够真正享

受音乐，感受生活。

据主办方介绍，此次音乐节除了豪华的演出阵

容，对于现场的环节也会层层把关，其演出质量也

将会直逼演唱会效果，此次演出嘉宾大多数将以乐

队形式现场LIVE演出。连续3天，每天超过8小时的

演出，堪比多场小型演唱会！除了音乐这一部分，本

次音乐节还将提供创意市集、互动体验、美食推荐

等众多体验活动，将音乐与玩耍结合起来，展现独

特的青春气息和自由特质。多元化的音乐风格再加

上多样化的现场互动活动，让每个人都能够尽情享

受这个盛大的摇滚音乐嘉年华。好听、好看、好玩又

好吃！

（陈谋）

“AMC� Live� Rock� On摇滚吧！2013成都音乐节”销售火爆

票价： 成人预售单日票：

100

元

/

人

;

成人预售三日通票：

260

元

/

人；现场单日票：

120

元

/

人；现场三日通票：

298

元

/

人；学生单日票：

80

元

/

人；便捷预售通道：大麦网 中国票务在线：

400-610-3721

；

组委会专享通道（

vip

）：

028-84597335

更多资讯请关注：网上预订：

www.damai.cn

；官方微博：

@AMC

新恒公关策划 ； 官方微信 ：

amclive

；

Facebook

：

www.facebook.

com/amc.xinheng

参演艺人名单：

10

月

1

日：阿修罗乐队、黄义达、丁当、

FIR

乐队、朴树、冒失鬼乐队、

大翻转乐队、

Hi Person

、猴子军团、

Amitha

乐队

10

月

2

日：叶世荣、戴佩妮、张楚、田馥甄、山羊皮乐队、

NOS

氮气增

压、安尼西亚、荷尔蒙小姐、鱼尾纹乐队、彩蘑菇、

Amitha

乐队

10

月

3

日：尕金乐队、邓紫棋、黑豹乐队、痛仰乐队、唐朝乐队、无稽

之谈、

Vivian

、超人田田、中央车站、

Amitha

乐队

AMC Live Rock On

摇滚吧！

2013

成都音乐节

演出时间：

10

月

1

日

-10

月

3

日

演出地点：成都新都区保利

198

公园

主办方：

AMC Live Group China(

四川大弘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

“笔墨旧约———竹庵蒙中书画艺术

展”大获成功

蒙中画作

两天销售近八成

关注本报官方微博@成都商报，参与有奖问答活动

看热剧答问题 免费游西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