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12月13日， 广元市昭化区昭化镇城

关村一组大坪子一在建酒店工地发现了大规

模古代墓葬群。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随即

派专家赶赴现场，进行抢救性发掘保护。经过

近半年的努力， 劫后余生的古代墓葬向世人

展示了中原文化进入巴蜀的道路。 专家昨日

感叹，找了50年，终于找到了这个中原文明进

入四川的重要节点。

经5个多月的考古发掘，截至昨日，四川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发现战国至明清时期的墓

葬共73座。目前已清理出的56座古墓中，有43

座古墓都是土坑木椁的结构， 大部分属于西

汉中晚期。

西王母画像砖 川内独一无二

从中发掘的两块汉代画像砖上的西王

母画像引起了诸多专家的关注。 大坪子古墓

群考古工地负责人万靖称， 这两方画像砖均

取自两座砖墓的墓顶。 其中一方青砖上描绘

的是西王母龙虎座像， 而另一方红色的画像

残砖右侧是一尊西王母， 在西王母的左侧依

次是阙、仙人、羽人。四川大学历史系宋治民

教授告诉记者，这方画像砖是从中间断了的，

原本西王母应该在正中间， 另一侧应该也是

阙、仙人、羽人。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罗二虎教授告诉

记者， 在神话中， 西王母相当于后来的阎罗

王，只要吃了她的不死之药，人就能成仙。秦

汉时期的人在墓中使用西王母画像， 就是希

望死后能成仙。 这方画像砖上的图案非常独

特，应该是目前川内独一无二的。

宋治民还表示， 成都出土的画像砖是用

砖上面积最大的一个面来呈现画像， 在墓室

中作为装饰物镶嵌在墙上； 而大坪子发现的

画像砖则用于墓室构筑， 因此仅在墓室内侧

的一面有花纹。此外成都出土的多是浅浮雕，

而大坪子出土的是线雕。

墓葬印证中原文化在川生根

发掘中发现了大量具有棺椁的墓和以屈

肢侧卧的姿势下葬古人遗体以及大量的蒜头

壶、蒜头扁壶。这些在专家眼中都是中原文明

在巴蜀存在的证据。 四川省考古研究院研究

员李昭和说， 早在上世纪50年代修建宝成铁

路时，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就在昭化宝轮

院发现了战国到西汉晚期的船棺。 由于船棺

是巴蜀人特有的葬俗， 研究员一直渴望在昭

化找到同时期中原文明的墓葬群， 以验证中

原文明向巴蜀传播的路径。他告诉记者，作为

两条古道要点的昭化迟迟没有发现中原文化

墓葬， 这导致中原文化走向巴蜀的路上少了

一个重要而关键的节点。

“很多古书都记载秦灭巴蜀之后，将中原

人迁徙入川，部分人贿赂官吏，请求留在葭萌

县。这个葭萌就是昭化一带”，李昭和说。

罗二虎告诉记者，在公元前316年，秦灭

巴蜀之后， 中原文化才随着来自中原的移民

传播到了巴蜀之地。 而昭化秦汉古墓群的发

现印证了来自中原的移民和文化在巴蜀的落

地生根。

成都商报记者 徐剑箫

侵害未成年人

四川701人获刑

2013年1月至今年 5

月， 四川全省法院共审结

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

刑事案件531件，依法判处

701人， 补偿经济损失278

万余元。其中，侵害未成年

人人身权益案件453件，侵

害未成年人财产权益案件

78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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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性侵11名女童 核准死刑

一审法院认定其犯强奸罪、猥亵儿童罪 目前，最高法院核准其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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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即日起， 只要发动身边的小伙伴

们动动手指， 就能抢啤酒节门票和美食

啦！ 在微信朋友圈中发布或转发关于

“慕尼黑啤酒节———成都之旅” 的相关

内容（转发组委会官方微信图文，或在

啤酒节现场的自拍、 介绍并配文字发布

均可）， 并获得一定数量的朋友 “点

赞”， 就可以免费在啤酒大篷吃烤鸡喝

啤酒哦！

1.点赞数达10个，免费获得价值10

元的大门入场票。

2.点赞数达50个，获价值80元德国

HB皇家啤酒1扎。

3.点赞数达88个，可免费获赠价值

10元大门入场票+价值70元烤鸡+80元

德国HB皇家啤酒1扎。

4. 微信通讯录人数达1000以上的微

信账号，发布啤酒节相关内容并获得10个

赞，就可免费获赠德国美食套餐（包括：

价值10元的大门入场票+190元消费券）。

注：以上门票仅限兑奖当日使用

微信点赞数达1000个， 组委会更将

在7月24日至8月4日举行的 “慕尼黑啤

酒节———大连之旅”， 或8月15日至8月

31日“慕尼黑啤酒节———北京之旅”期

间， 免费赠送获奖者成都到大连或北京

的节期往返机票， 以及2天1夜酒店住宿

（仅限本人使用，不可折现，获奖者需要

参加啤酒节组委会指定的相关活动）。

“这些枇杷，全部发到重庆去，发好多那

边抢好多。”5月27日上午，石棉县迎政乡红旗

村，来自简阳、经营了10多年水果的水果商唐

首军感叹，“石棉枇杷，太抢手了。”

5月初，唐首军凭借商人的敏锐，找到了

位于石棉县城18公里外的红旗村。

到了红旗村，仅尝了两个枇杷之后，唐首

军就收购了4000斤枇杷发往重庆。

“品相好，口感细腻甜润，是中高端市

场的宠儿。”枇杷的口感和品质，迅速占据

重庆市场，巨大的利润让唐首军的心，仿佛

一下子就被石棉枇杷中的糖分包裹住，变甜

起来。

漫山遍野的枇杷果大、汁多、味浓甜，被

誉为“中华名果”的枇杷让唐首军在红旗村

安营扎寨，把家人叫上一起收购枇杷。

“平均每天都发4000斤以上，一下货就被

抢完，根本不需要吆喝，还是供不应求。”唐首

军开始懊恼起来，“这么好的果子， 为什么知

道得这么晚？”

离唐首军不远处的农户家中，来自成都、

凉山等地的水果收购商们也同样在忙碌着。

“最好的果子，收购价每公斤超过40元。”

来自成都的水果收购商李明在石棉收购枇杷

已有三年，他把这些上好的枇杷发往上海，每

公斤的价格超过100元。

“在上海，月收入没上万的，都吃不起这

枇杷。” 李明从筐中拿起几个如小拳头大小

的枇杷，骄傲地说，“不便宜，但就是供不应

求。”

“新鲜汁多，味美味浓，吃完枇杷，手都会

粘。” 这是水果收购商们对石棉枇杷的共识，

走南闯北， 吃过全省乃至全国各地的枇杷的

他们认为， 这就是石棉枇杷能迅速占领高端

市场的“核心竞争力”。

正因为这种核心竞争力， 让水果商们想

方设法，力求在这场“枇杷抢购战”中赢得先

机。5月27日， 来自成都的杨鹏等游客来到红

旗村，在水果商已经收购的枇杷中，购买了近

千元的枇杷。

“像这种我们刚收购，还没有运出村子就

有人来买的情况也多。”来自西昌的水果商邓

显虎笑着说。

水果商们所言非虚，5月11日， 石棉县举

办了枇杷营销推介会， 石棉黄金果业联合社

与仁和春天、伊藤洋华堂、家乐福、沃尔玛等

省内外经销商签订了首批11份260吨订单。登

陆卖场的当天， 首批45吨枇杷便被热情的成

都市民抢购一空。

黄刚 成都商报记者 蒋麟

摄影报道

最高百元一公斤 石棉摘得枇杷一树金

点赞慕尼黑啤酒节

免费吃烤鸡喝啤酒

“慕尼黑啤酒节———成都之旅”

时间：

5月22日至6月7日

营业时间：

周一~周五18：00~0：00

� � � �节假日期间11：00~次日凌晨2：00

� � � �

地点：

成都光华大道二段国际非物

质文化遗产博览园世纪舞广场

欢迎关注慕尼黑啤酒节成都之旅官

方微信号：

Oktoberfest_cd，了解啤酒节最

新资讯和活动信息！

抢票热线：

400-8779-522 （入场大

门票和篷内消费券分别销售）

公交线路：

1. 乘坐22、239、309、319、761、904路

到国际非遗博览园，下车步行329米至目

的地。

2. 乘坐22、239、309、319、761、904、

904A路到光华大道一段西站，下车步行

334米至目的地。

3. 乘坐22、309、319、761、904、904A

路到马厂村下车步行423米至目的地。

节假日直达专线：

1.

茶店子公交站

-

非遗博览园

开行时间：

5月31日，6月1日、2日、7日

停靠站点：

三环路苏坡立交桥、凯德

风尚站、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站

2.

万家湾公交站

-

非遗博览园（直达车）

开行时间：

5月31日，6月1日、2日、7日

每日夜间免费返程大巴：

1.

非遗博览园

-

百花中心站

开行时间：

即日起~6月7日

出 收 车 时 间 ：

20：30~凌晨 1：00，

10~20分钟/班

停靠站点：

万家湾站、光华村街二环

路口站、青羊宫站

2.

非遗博览园

-

温江家乐福（直达车）

10分钟/班

成都商报记者 王欢

打车来过节 发票换扎啤

即日起到6月7日，凡乘坐出租车来

参加啤酒节，凭出租车机打发票（限当

日16：00~22：00时间段内)， 可在啤酒节

大篷入口处兑换价值40元扎啤消费券。

省高院

成都商报记者 王英占

身为小学教师的魏某，屡屡以辅导作业、

改卷子为由， 多次将授课班上11名8~11岁的

女学生喊至家中卧室，对7名女学生实施奸淫

和猥亵、对4名女学生实施猥亵，还将实施过

程制成大量淫秽视频。 魏某被法院认定犯强

奸罪、猥亵儿童罪，并被判处死刑。目前，魏某

已经被最高法院核准死刑。

昨日上午， 四川省高院召开未成年人刑

事司法保护的新闻发布会， 通报了包括魏某

强奸、猥亵儿童案在内的5起典型案例。

名为改卷子 实为性侵

这老师竟还拍视频

2008年至2011年期间，30岁出头的小学

教师魏某以辅导作业、改卷子为由，多次将授

课班上的陈某等11名8至11岁的女学生喊至

家中卧室，对7名女学生实施奸淫和猥亵、对4

名女学生实施猥亵，并将奸淫、猥亵女学生的

经过制作成大量淫秽视频， 存放于其电脑或

U盘内。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 魏某强行与不满14

周岁的幼女发生性关系，构成强奸罪；其猥亵

不满14岁的儿童，构成了猥亵儿童罪，应依法

惩处。魏某在接受公安机关的第一次询问时，

主动供述了猥亵杨某某的犯罪事实， 与公安

机关已掌握的强奸罪属不同种罪行， 对于其

猥亵儿童罪构成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而魏某为了满足淫欲，奸淫、猥亵幼女多

人多次的行为， 不仅给多名被害幼女的身体

造成了损伤， 还给被害人造成极大的心理伤

害和阴影，动机特别卑劣，情节特别恶劣，后

果特别严重，败坏了教师队伍形象，造成极其

恶劣的社会影响，社会危害极大，且没有任何

法定从轻或减轻情节，应当予以严惩。据此认

定魏某犯强奸罪、猥亵儿童罪，数罪并罚，决

定执行死刑。目前，最高法院核准魏某死刑。

不到一年 贩婴14名

两人被判死缓

蔡连朝、陈洪芬从2010年7月开始，以贩

卖婴儿牟利为目的，采取购买婴儿后，以一名

男婴3~4万元、 一名女婴1~2万元的价格将婴

儿贩卖到山东、福建、河南等地，从中牟利。至

2011年5月5日， 蔡连朝等6人先后9次共计贩

卖婴儿14名，后案发。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蔡连朝等6人均构成

拐卖儿童罪，依法应予严惩，蔡连朝、陈洪芬

犯拐卖儿童罪，都被判处死缓；其他4人也被

判处了3年至1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省高院二

审维持原判，并核准死缓判决。

已审结的案件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

是人身侵害案件比重较大。在侵犯未成年人

合法权益的刑事案件中，未成年被害人遭受

性侵、殴打、拐卖等人身侵害的情形居多，占

未成年人受害案件总数的80.6%。 二是未成

年被害人以女童居多。 以泸州地区为例，

2013年以来审结的刑事案件中，被害人是未

成年的共计51件，被害总人数为73人。其中，

14岁以下的女童45人，占61.64%。

14岁以下女童所占比例较大的原因：一

是年龄较小，安全防范意识不够，自我保护

能力较弱。二是缺乏家庭关爱，无合适的监

护人提供保护。受害女童中留守儿童占较大

比例，一般由老人看护等。

案例1

案例2

从审判情况看，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犯罪的成因主要是家庭保护监管不力。家庭

保护和监管不力容易使未成年人沦为犯罪

人，更易使未成年人成为受害人，导致家庭

悲剧。有些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发生在熟人之

间，正是这种熟人关系致使被害人丧失警惕

或束手无策。

省高院明确，在办理侵犯未成年人合法

权益的刑事案件中，坚持总体从严惩处的原

则， 特别是对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累

犯、惯犯、共同犯罪中的主犯、造成严重后果

的罪犯，从重从快判处。尤其是对性侵害未

成年人的犯罪，要依法严惩利用特殊身份实

施性侵害行为的犯罪人，以及强奸、猥亵未

成年人、组织、强迫未成年人卖淫的犯罪分

子。对性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分子，从严把

握适用缓刑的条件，一般不适用缓刑。

性侵殴打拐卖占八成 以女童居多

案件特点

家庭保护监管不力 对熟人易丧失警惕

犯罪成因

私信@成都商报 讲述身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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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奖

广元昭化发现古墓群

找了50年，终于找到

中原文明入川重要节点

很多古书都记载秦灭

巴蜀之后， 将中原人迁徙

入川，部分人贿赂官吏，请

求留在葭萌县。 这个葭萌

就是昭化一带。

———四川省考古研究

院研究员李昭和

昭化秦汉古墓群的发

现印证了来自中原的移民

和文化在巴蜀的落地生根。

———四川大学历史文

化学院教授罗二虎

专家说法

石棉果农喜摘枇杷

①

一座古墓及

随葬品

图据四川省文

物考古研究院

②

疑似钱币的

陪葬品

摄影记者 陶轲

③

西王母画 像

砖，从右到左依

次 是 西 王 母 、

阙、仙人、羽人

摄影记者 陶轲

①

譺訛 譻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