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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出土的战国蜻蜓眼
竟是我国先民“自造”

专家称最初创意来自西亚、埃及或地中海一带 古代先民模仿并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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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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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7451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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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托老
●园缘为满足机构养老需求，我
院新增200个床位，84713992

厂房租售
●青羊区文家路98号附2号1-3�
号仓675平出租84530152王

声明·公告
●成都市金牛区象牙塔网吧营业
执 照 正 副 本 （51010600010�
7811）及公章遗失作废。
●徐永成残疾证（证号51011119
580929391844）遗失作废。

●王康平的执业药师注册证遗失，
编号512311013690，特此声明
●个人私章遗失（姓名：黄英，
编 码 ： 5101008046421） 声 明
作废。

搬家公司
●宏运搬家84442888★85147988

恋爱时恋爱时，，男女双方甜如蜜糖男女双方甜如蜜糖，，经济往来也频繁随意经济往来也频繁随意。。一旦分手一旦分手，，这样转来这样转来
转去的钱可能就要理论一下了转去的钱可能就要理论一下了。。近日近日，，成都一对昔日恋人就为理论恋爱期间成都一对昔日恋人就为理论恋爱期间
的钱款问题闹上法庭的钱款问题闹上法庭。。前男友和前女友分坐原前男友和前女友分坐原、、被告席被告席，，为一笔为一笔1515万元的转万元的转
款行为对簿公堂款行为对簿公堂。。

今天特别邀请成都市第三人民医
院病理科唐艳医生于15：00——16：00
做客四川名医“微坐诊”，如果你有病理
诊断方面的疑问，欢迎在这个时间段内
加入微坐诊，直接与唐艳医生交流。

想知道更多的服务信息吗？赶紧
关注“成都商报四川名医”微信公众
号，点击底部菜单栏目条的“今日服

务”，根据提示进入相应版块，即可直
通名医服务。 （江瑾然）

7月6日，由崔永元编导、国家一级
导演麦丽丝担任导演的文献纪录片

《你一定不要错过》在全国上映。这部
纪录片主要讲述了内蒙古民族电影七
十年的历程。尽管在猫眼上有高达9.3
的评分，但上映6天，票房和排片惨淡。
根据猫眼数据显示，截至6日中午11
时，该片累计票房仅299.5万，排片率
仅0.7%。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独家专访了
麦丽丝导演。在她看来，排片低是无奈
的事实，公司没有钱来砸票房和做宣
传。不过她也表示，电影并非逐利的艺
术，而是看作品是否深入了观众的心灵。

因为一系列的“炮轰”事件，崔永
元担任编导的《你一定不要错过》有了
不少的关注度。在6月28日的首映仪式
上，自称电影迷的崔永元直言，他希望
通过这部电影为民族电影留下珍贵的
资料，也更好地传播自己所从事的口
述历史工作，“那个时代拍电影不是为
了挣钱，但它们给中国电影留下的价
值远远不是钱能够衡量的。”

麦丽丝是蒙古族，她说自己刚接
到这个拍摄任务时，完全不知道该从
何下手。后来别人建议她去找崔永元，
因为他收藏了大量中国电影的珍贵资
料。当麦丽丝走进崔永元的工作室时，
崔永元拿出自己珍藏的一本本蒙古语

文字的小人书和海量的电影资料。麦
丽丝感叹，这些小人书的年纪比自己
还大。“我没想到中国还有这样一位珍
惜中国民族电影文化的人。”

提到当初为什么想拍这部纪录
片，麦丽丝坦言，“我们希望做一个国
庆七十年的回顾，是以经典民族电影
的视角来回顾中国的电影，我们拍这
个纪录片就是要让中国电影的经典留
在人们记忆里。我们想把经典电影总
结出来，从美学、从价值观和它的社会
方面寻找一个坐标和依据，是对经典
电影的致敬，也是总结。回顾七十年
来，中国的电影人是怎么完成一部经
典作品的。”

而对于片子上映后排片量和宣传
都很少的问题，麦丽丝坦言，“我们没
有钱，现在宣传都需要钱。院线排片，
也没有资本去砸。但我觉得好作品不
是光去炒作它的票房，而是能深入观
众的心灵。”

麦丽丝说，虽然没有宣传，但希望
有更多的观众去看。“酒香不怕巷子
深，我们是用真诚做的一部电影，也没
想着要去拿多少亿票房，只要有观众
看了，就会让他看到心里去，当然我们
也希望它票房会很好，因为票房好意
味着会有更多的人看到它。”

成都商报记者 邱峻峰

成都出土“蜻蜓眼”玻璃珠 为研究提供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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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确诊的疾病，病理科帮你解决
四川名医“名医热线”直通专家为你答疑

崔永元编导纪录片《你一定不要错过》遇冷 票房排片均惨淡

导演麦丽丝：电影并非逐利的艺术

伤财又伤心 分手后他起诉前女友还15万被驳回

谈恋爱时转的钱 算借款还是赠与？
2014年12月底，小朱与小李确立恋

爱关系并同居。2016年4月11日，小朱向
女友小李的银行卡上转款15万元。但5个
月后，二人分手，小朱说转款的15万元算
自己借给她的，要小李偿还本金和利息。
两人互不相让，诉至成都市新都法院。

法庭上，小李认可转款事实，但否认
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这15万元是我
们恋爱期间的消费支出。”小李表示。

新都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案件现
有的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庭审陈述，原
告小朱未能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证
明其与小李之间就案涉款项存在借贷
合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
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
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
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

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
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
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
不利后果。”

最终，法院判决驳回了小朱的诉
讼请求。

小朱不服判决，上诉至成都市中级
人民法院。成都中院二审认定事实与一
审一致，故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恋爱期间双方对于金钱及其他
财物的管理和使用的随意性，对分手
后产生的经济纠纷的事实认定会增
添相应的难度。因此，为维护自己的
合法权益，对于大额金钱或贵重财物
的管理和处置都要注意保存证据，避
免伤财又伤心。”该案一审法院承办法
官表示。 成都商报记者 赵瑜

“蜻蜓眼”珠，这种类似于蜻蜓复眼造型，以眼睛
图案作为装饰的圆形玻璃珠，也常称为“镶嵌玻璃
珠”。近两年来，这种玻璃饰品一直有在成都的考古
工地被发现。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先后在成都市范
围内发掘的青白江双元村墓地、蒲江飞虎村船棺墓
发现了“蜻蜓眼”。

根据资料显示，“蜻蜓眼”珠最初在公元前
2000多年的埃及被发现，后通过欧亚草原向东，由
游牧民族迁徙或商贸等方式传入中国内地，在战国
时期颇为流行直至西汉初期，之后逐渐减少趋于消
亡。不过，近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专家研究发
现，据目前的初步研究结果，这种饰品是我国先民自
己生产的玻璃制品实例。

“蜻蜓眼”玻璃珠因造型精美，出土
之后就备受瞩目。此前在蒲江县鹤山街
道办蒲砚村的墓葬中，出土随葬器物40
余件。从发掘情况判断，该墓地应为船
棺葬墓地，时代主要在战国晚期。其科
学发掘将对古蜀文化研究提供重要实

物材料，特别是M4“蜻蜓眼”的发现，
对古蜀时期中外文化交流提供重要考
古依据。而在双元村战国中期的墓葬
中，“蜻蜓眼”和其他料珠出土于墓葬
中部，这是“蜻蜓眼”再次出现在公众
的视野。

“蜻蜓眼”玻璃珠引起了成都文物
考古研究院科技考古中心研究人员杨
颖东的特别注意。

研究发现，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
流行的“蜻蜓眼”等玻璃珠饰，并非完
全都是西方的钠钙玻璃系统，其实我
国古代先民也一直在利用当地资源技
术等条件学习和模仿，并进行自己的
创造、制作，包括“蜻蜓眼”在内的玻璃
制品，那就是铅钡玻璃和钾钙玻璃。

为了确认和搞清楚这批“蜻蜓
眼”等玻璃珠饰的潜在信息，杨颖东
通过扫描电镜能谱仪对这批珠饰玻
璃成分进行了无损分析，又为了进一
步搞清其内部结构和制作工艺，还联
合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科技考
古系杨益民教授奔赴上海，采用基于
同步辐照的X光显微CT照相等高精
尖无损分析手段，对出土的“蜻蜓眼”
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

据目前的初步研究结果，这批“蜻蜓
眼”等玻璃珠饰竟然又是我国先民自己生
产的玻璃制品实例，其中“蜻蜓眼”和部分
绿色釉砂管全是钾钙玻璃，而部分灰黑色
的釉砂管则是目前公认属于中国古代特
有的铅钡玻璃制品。其眼睛图案的制作工
艺包含镶嵌法、叠层堆积法等多种手法，
与西方及中国内地玻璃制品有相似性。

杨颖东还发现这些蜻蜓及管饰在

材质和造型上多与长沙和荆州等地出土
的玻璃产品类似。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

“蜻蜓眼”等玻璃制品的最初创意来自于
遥远的西亚、埃及或地中海一带，这些成
都出土的饰品在吸收和模仿的过程中有
了自己的新变化，这或许反映了2000年
之前古代先民的国际视野和对外经济文
化交流意识。 成都商报记者 宦小淮

图由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

考古新发现 这是古代先民自己制造

“蜻蜓眼”的模仿和吸收 来自古代先民的“国际视野”

兑彩票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

18186期开奖结果：350，直
选：4549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3：0
注，每注奖金346元；组选6：7922注，每
注奖金173元。（11016000.63元奖金滚

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8186

期开奖结果：35000，一等奖：84注，
每注奖金10万元。（243000794.02元
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胜平负任选9场 第18079期：0001❋300110330
中国体育彩票胜平负任选9场 第18080期：3130103033110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 第18085期：13010033111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 第18090期：10110300

（备注：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
票 全 国 联 销“3D”第

2018186期开奖结果：141。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

“双色球”第2018080期开奖结果：
红色球号码：04 07 13 20 29
33，蓝色球号码：03。

福彩

足彩

意外发生
大年初二幼子失踪

1991年春节，住在彭州市致和
镇的胡本华家里热闹非凡，正值正
月初二，胡本华家来了不少的亲朋
好友，夫妇俩忙里忙外招呼亲戚，5
岁的儿子小建便一个人在院子附
近玩耍。

晚饭时，胡本华夫妇招呼小建
回家吃饭，一直没有听到回音。胡
本华有点着急，夫妇俩苦苦寻找了
一夜后，第二天一早便到太清乡派
出所（现彭州市公安局光明路派出
所辖区）报警。

当时辖区派出所负责人兰友
盛接待了胡本华夫妇，详细询问情
况、了解案情后，便立即开展调查，
发现当天除了小建外，还有另一名
男童几乎在同一时段失踪。经过走
访，有村民看到小建和另一名男童
同时被3名陌生人带走，这个线索
也更加确认了小建和另一名男童
是被拐卖了，兰友盛将调查情况立

即上报彭州警方打拐办公室请求
协助，并继续展开调查工作。

破案留憾
挡获嫌犯3人找回一名被拐儿童

根据多年经办拐卖妇女儿童
案的经验，兰友盛判断：为了保证
作案成功率，陌生人一般不会单独
到外地从事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
活动，一般都有当地人作内应。兰
友盛以此为突破口，在当时与外地
长期交往的人员还不多，他详细调
查了本辖区及附近辖区有无长期
在外地生活的人员，并将这类人群
列入重点调查监控范围。

经过调查，发现本辖区有一名
女子远嫁山东，并且在两名男童失
踪前曾回过彭州，而离开彭州的时
间也恰好和两名男童失踪时间吻
合，这种“巧合”让兰友盛更加坚定
了自己的判断。

突然有一天，这名远嫁山东的
女性又再次回到彭州，前期的侦查

已经掌握了这名女子的犯罪证据，
兰友盛会同打拐办立即将该女子
带回派出所调查。

在充足的证据面前，这名女子供
述了犯罪事实，根据嫌疑人供述，彭
州警方将这伙共3名犯罪嫌疑人一网
打尽。专案组找到了当初贩卖另一名
男童的山东籍人贩子，并成功将另一
名被拐男童解救，可是当初贩卖小建
的山东籍人贩子薛某一直未归案，小
建依然不知所踪。

返回彭州后，专案组为胡本华夫
妇采集了血样，这份血样却就此沉默
了20多年。在这20多年间，兰友盛一直
未放弃对小建的查找，彭州警方也先
后六次到山东省开展工作，均未果。

后兰友盛调离了公安工作，这
也成为兰友盛从警以来最大的遗
憾之一。

子承父业
替父了心愿主动加入专案组

2003年，兰友盛的儿子兰勇加

入警队。2017年，兰勇调任彭州市公
安局光明路派出所担任教导员。兰
勇说，父亲已经退休，一直没有忘
记这起案件。“每次提起这起案件，
都会说这起案件侦破得很成功，但
不圆满，这也是他从事公安工作的
一个遗憾。”

“我后来的派出所辖区包括了
原来父亲工作所在的太清派出所
辖区，离案子近了，就主动请缨成
为侦办这起案件的专案组成员，想
帮他了却这个遗憾。”兰勇说。

2018年1月，警方经过DNA比
对，刚刚入库的山东省菏泽市人小
明（化名）与胡本华夫妇系直系血
亲的可能性达90%以上，彭州警方
专案组立即开展核查工作。

2018年3月，彭州警方专案组前
往山东省菏泽市找到小明采集血
样做最后的认定，“在了解小明的
生活状况等信息时，小明一直记得
自己在幼年时被几个男子坐火车
带到山东，多年来，亲生父母的问
题一直煎熬着他。”兰勇回忆。

经最终复核，山东菏泽的小明
就是当年被拐卖的小建。

7月10日，“缘梦行动，爱促团
圆”2018年四川认亲大会在成都市
郫都区举行，胡本华夫妇也特地邀
请当年主办案件的兰友盛来到现
场，刑侦大队民警委托兰友盛来宣
读身份确认通知书。胡本华夫妇见
到被拐卖了27年的儿子后很激动，

“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过寻找儿子。”
胡本华妻子张女士说道，“儿子走
丢的时候，身高还不到我们腰间，
现在长得比我们俩都要高。”

成都商报记者 颜雪
图片由警方提供

彭州父子民警两代接力 27年后帮被拐孩子一家团聚

“当初没把孩子找回来是最大的遗憾”
时隔27年，7月10日，彭州的

胡本华一家终于找到丢失的儿子
小建（化名）。1991年，5岁幼子被
人贩子拐走，办案的兰友盛是辖
区派出所负责人。兰友盛迅速将
犯罪嫌疑人抓获，但没有寻回小
建是他从警来最大遗憾之一。

子承父业，儿子兰勇继续为
这个残缺的家庭奔波。近日，通过
全国打拐DNA比对，终于帮助这
个家庭团圆，同时也弥补了父亲
的遗憾。

胡本华一家和兰友盛父子

“蜻蜓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