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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犬

岷江对岸，翠屏区菜坝镇江
边，老渔民郭孝君在宜宾机场防洪
堤上看守渔船。几位市民在防洪堤
上烤烧宵夜。“你们听，对面是不是
有人喊救命？”郭孝君隐约听到了
杨伟的呼救声。几个人安静下来，
侧耳细听，确实是有人在喊救命。

郭孝君朝着杨伟的方向喊了
两声，没有回应，因为郭孝君在距
离杨伟一公里左右的岷江下游。郭
孝君打 110 报警，110 指挥中心分
别指令翠屏区公安分局东城派出
所和思坡派出所出警，沿江搜索。

思坡派出所值班女民警小钟，
带着一名辅警沿江寻找，但是一直

没找到。联系郭孝君，郭也无法说
出具体位置。此时杨伟的呼救还声
声传来。“大约四十多分钟，我们听
到他还在喊救命。吃烧烤的就说，

‘再找不到，怕就没救了。你有船，
干脆去救他一趟。’”

郭孝君告诉记者，其实一开始
他就有心去救人，但渔政管理部门
在汛期下了死命令，21时以后不准
下水作业；二是岷江洪水正值高
位，深夜里视线不明，贸然下水非
常危险。

思前想后，郭孝君决定冒险行
船。“带着手电筒、绑好救生衣，独
自去，不敢捎上别人。”江面上的光

线只能看个大概，行船完全靠30多
年的经验。开足马力的郭孝君，几
分钟就过了江。他沿江呼喊，没有
发现呼救者。郭孝君继续往上行
船，渔船的马达声伴随着他的呼
喊，终于在黄桷沱发现了受困者。

“那么大的江面，他只有一个
头冒出水面。别说岸上的人找不到
他，即使我在江面上找，不听声音
也找不到。”郭孝君在电筒光照下，
把渔船开进洄水沱，将脸色惨白、
浑身僵硬、瑟瑟发抖的杨伟拉上
船。杨伟事后回忆，从他呼救到被
渔船救上来，大约 50 分钟，“近
3000次呼喊，嗓子都破了。”

4日深夜10点多，岷江第二次
洪峰刚刚通过宜宾，水位正在下降，
江风吹拂分外怡人。翠屏区思坡镇
心宁村一带岷江边，人们已渐渐入
睡。刚刚从广东打工回家的杨伟，在
朋友家吃饭后坐出租车回家。

在思坡镇场口下车，杨伟经岷
江边的老村道抄近路回家。进入村
道几百米后抵达黄桷沱，途经一处
废弃房舍时，杨伟突然听到路边传
来“呼呼”声响。

“遭了，有狗。”杨伟知道此前
有人在此养狗，听人说过是一只大
型斗犬。来不及多想，有东西从左
侧扑来，左大腿传来钻心的疼。“这

狗咬住就不放，用力撕扯。”瘦弱的
杨伟被扑倒在路边的草丛中。杨伟
顾不得痛，左手按住狗头，右手从
地上捡了两块石头砸去。

恶犬松口，向倒地的杨伟迎面
扑来。“我感觉它快要咬到我脖子，
本能地抵挡，用手机砸狗，这一口
咬到了我下巴上。”

杨伟意识到自己不是对手，朝
路边一个卵石堆逃去。然而，刚刚
跑出两米，恶狗第二次将他扑倒，
杨伟本能用右手去挡，恶狗直接咬
住其右臂撕扯。无路可逃的杨伟只
好徒手和恶犬缠斗在一起。

此时，杨伟看到石堆外的岷江

边有反光，似有个水坑。一心想逃
命的杨伟，连滚带爬跳进水坑中。
没等杨伟喘口气，恶犬紧随其后追
到水坑边，一边狂吠一边腾跳，连
接做出扑向水中的动作。“坑里水
深齐腰，它要是跳进来咬，我就死
定了。”

水坑外面就是岷江。随着水位
抬升，上涨的江水淹没了岸边一个
砂石堆场，在岷江主流和江岸之
间，形成一个半圆形水缓区域。“那
狗不断跳起身子，扑向水面，只能
再逃。”杨伟拼尽全力，翻过一道砂
石堆成的隔墙，跳进浑浊的岷江洪
水中。

虽然与恶犬的缠斗和逃亡只
有短短的三四分钟时间，但浑身血
淋淋的杨伟已经筋疲力尽，疼痛钻
心。会水的杨伟顺着水流漂浮，他
很快透过微弱的光线，看到了身前
茫茫的江面。“要是被卷进岷江主
流，就死定了。”此时岸上的威胁仍
未解除，恶犬虽然不敢下水，但一
直在半圆形的江边狂吠、扑腾，伺
机进攻。

就在杨伟以为自己快要被冲
走时，他意外地发现自己好像又
回到了原位，这才发现该处江面
是个小型的洄水沱。“我想只要我

保持在沱内，不被冲走，就总有希
望。”距离岸边几米处，杨伟手指
碰到了水里的一株野草，一摸，是
他再熟悉不过的一种叫“黄鳝骨”
的野草。这种草长在岷江边，涨水
被淹到水下。

“黄鳝骨草长在沙地上，根系
不牢固，极易碎。”杨伟用两根手指
夹住最后的救命草，但他不敢太用
力，生怕把草拉断；他浑身无力，只
能凭着水性让自己尽量放松，保持
头部露出水面。恶犬守在岸边，完
全没有要撤退的意思。

此时的杨伟，只能看到岷江对

岸远处高坡上稀稀疏疏的灯光。他
告诉记者：“当时想的是，换个死法
也好，死得要有点价值。要是被狗
给咬死，就冤大了。”

杨伟确定恶狗既不会走，也
不敢攻击后，开始大声呼救。“我
就喊救命，每一次都拼尽全力，
基本上每秒钟喊一次。”杨伟说，
自己家在农村，有个姐姐已经出
嫁。快满 31 岁的自己还没结婚，
要是就这样死去，父母老了怎么
办？只要自己不放弃，坚持呼救
又不被冲走，总会有人听到他的
呼救声。

夜行人负伤
后跳入水中

助他在洄水
沱不被冲走

一根
水草

数千次呼救叫
来对岸渔船

水中
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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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桃体是把守呼吸道的第一道防线，能产生免
疫抗体，防御侵入机体的有害物质。当它发炎时，往
往会伴随发烧、咳嗽、咽痛、牵扯耳痛等症状，严重
时使人难以下咽。今天下午 3：00-4：00，成都市妇
女儿童中心医院耳鼻喉科的主任医师徐幼将做客
名医微坐诊，如果您存在耳鼻喉相关的问题，可以
在这个时间段加入微坐诊，与徐医生现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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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阳春）

兑彩票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8214期开奖

结果：817，直选：4508注，每注奖金1040元；
组选3：0注，每注奖金346元；组选6：11698
注，每注奖金173元。（11961269.31元奖金
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8214期开奖
结果：81790，一等奖：45注，每注奖金10万
元。（28791959.38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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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14期开奖结果：881。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双色
球”第2018092期开奖结果：红色球号码：
10 19 16 06 24 33，蓝色球号码：16。

福
彩

体
彩

扫码关注
“成都商报四川名医”

今日
服务

扁桃体切除需谨慎，
预防扁桃体炎这样做
四川名医“微坐诊”直通专家为你答疑

中国体育彩票胜平负任选9场
第18092期：
1300111133311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
第18097期：
11110111133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
第18102期：2211103❋2

足
彩

小伙被恶犬追咬跳江
手指夹水草呼救50分钟

如果不是对岸如果不是对岸
渔民郭孝君半渔民郭孝君半
夜看船夜看船，，他可能他可能
耗尽最后一丝耗尽最后一丝
力气沉入江底力气沉入江底

4日晚11点多，在岷江洪水里躲避恶犬追咬的杨伟已经绝望：“我就这么死了，太不值得！”
8月8日重回岷江边得救现场，满身是伤、一瘸一拐的杨伟很感慨：“捡回一条命，多谢好心人！”
8月4日晚10点多，宜宾市翠屏区思坡镇小龙村村民杨伟路过岷江边一处废弃房舍时，突遭恶犬追咬。搏斗中，杨伟双腿、双臂

及下巴至少五处被咬伤，被追逃50余米后，杨伟逃生心切跳入岷江洪水中。浑身流血、体力耗尽的杨伟不敢上岸，因为恶犬就在其头
顶守着。被困江中的50多分钟，杨伟小心地用手指夹住水底的一根野草，以防被冲走；同时，以几乎每秒一次的频率呼喊“救命”。

最终，在渔民郭孝君及思坡镇派出所民警的帮助下，杨伟犬口脱险，送医救治。

水映兰庭小区的小黑被人打死了。
从水映兰庭2010年交房、业主入住后，小黑就

一直在这里。每天早上8点半和晚上6点半，赵阿姨
都会端着饭盆在楼下花坛喂它。8月6日下午，小黑
被人打死了，监控上，一个男子拖着它的腿往前走。

“抗议！交出残害小黑的凶手！否则拒缴物业费！”8
日，水映兰庭的不少业主自发在花坛处表达愤怒，
并在树上，为小黑挂上了小花圈。

业主：为狗讨公道，威胁拒缴物管费

小区业主赵阿姨每天早上 8 点半和下午 6 点
半，都会端着饭盆，在楼下的花坛处找到小黑，等它
吃完，再把饭盆拿回去。“它现在老了，不喜欢动，一
般都在这边趴着。”赵阿姨说。6日下午，到了喂狗的
时间，赵阿姨在楼下没有找到小黑。上楼时，一个女
孩告诉她，“不用找了，听说小黑被人打死了。”

小黑是一条浑身纯黑的土狗，2010年前，一位
姓曾的女士从建筑工人那儿捡回了还是小奶狗的
小黑，“刚开始是我喂，后来小区里的很多人都觉得
它乖，也来喂它。”曾女士说，前年，自己搬出小区，
但小黑不愿离开，赵阿姨便主动说，自己可以照顾
好小黑。就这样，小黑被留在了小区里。

从业主提供的翻拍视频上，成都商报记者看
到，6日下午5点58分，一位身穿黑色衣服的男子右
手拖着小黑，左手拿着一根棍子，将小黑拖至监控
镜头远方。8日，气愤的业主建立了“为小黑讨公道
群”，并在小黑被打死的花坛处表达愤怒：“交出残
害小黑凶手！否则拒缴物管费！”

目击者：打狗者自称是保安

小黑到底是怎么被打死的？成都商报记者联系
上自称目睹小黑被打死过程的业主张先生。他告诉
记者，6日下午，他刚要走进单元楼，就听见背后有

“砰砰”声，回头一看，小黑瘫在花坛边，嘴巴、眼睛流
着血，旁边站着一位拿着一米多长棍子或者木板的
人，还有人光着膀子，一共有3个人左右。“我当时问
他做啥子，行为有点过激了。”张先生说，但是对方让
他不要管，自己是保安，有业主投诉小黑伤人。

张先生说，原本小区的保安自己都认识，但是前
不久，小区的保安好像都换了，新来的人自己没怎么
见过，但对方自称保安，也就没有多想。不少业主表
示，小黑在小区里生活了8年，大家都很喜欢它，如
果物业觉得不能留在小区，至少应该告知一声，不应
该粗暴地直接将小黑打死。“它也是一条生命。”

物业：否认保安打狗

昨日下午，在小区物业经理谢女士告诉成都商
报记者，自己也不清楚小黑是谁打死的。对于有业主
质疑，打狗的是小区新换的保安，谢女士表示否认，
小区没有换保安，自己也不认识监控视频中打狗的
人。记者随后询问，那在小区范围内，是否是业主？谢
女士则表示，业主众多，自己也认不全。记者再次询
问，如果是外来的人，打狗的地方距离两边的门岗只
有不到20米，打狗时的动静，为什么保安没来制止？
谢女士表示，有时候保安会有疏忽，这个要理解。

而物业工作人员刘女士则告诉记者，因为小
黑，物业确实接到过不下 20 次投诉。在她的微信
中，一位备注为“903”的业主，7月23日在微信里询
问“小区里的小黑狗是哪家的，到时候出事谁负
责？”刘女士回复：“黑狗2栋有几个业主在养”。业
主随后提出，“让他们圈养。”成都商报记者 于遵素

小黑之死
小区流浪狗被打死
业主要求交出“凶手”

制图 李开红

获救后的杨伟狼狈不堪，身上
血迹斑斑，牛仔裤被扯成拖把状。
郭孝君把电话给杨伟，让他第二次
报警，确定位置。几分钟后民警和
当地村民赶来，将杨伟送往思坡卫
生院。翠屏区西城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诊断为：“犬咬伤，注射狂犬疫苗
及狂犬病人免疫球蛋白。”

杨伟呼救时，民警们一直在寻
找他，他们跑了几个临江的村子，
可惜杨伟被困的洄水沱岸上完全
看不见。杨伟获救时，民警小钟和
辅警，正脱了鞋子在泥泞的村道上
沿岷江徒步搜索。

狗主人：当晚“打脱”伤人

民警到时，伤人的恶犬仍在现
场，郭孝君正用船桨驱赶恶犬。民警
小钟曾试图追到恶犬身边拍照，被
现场人员制止。人越来越多，恶犬消
失在了黑暗中。8日，成都商报记者
在杨伟带领下重访现场，已找不到
恶犬踪迹。

有村民反映，这条伤人犬被主
人黄某养在黄桷沱已经好几年。“但

凡有人路过，它都试图攻击。还有好
几个读书娃经过，真的是太危险
了。”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村民
称，有次恶犬追撵一个学生，孩子跳
上一个高坎，才侥幸逃脱。而多位村
民证实，该犬确系黄某所养，村民曾
要求黄某将狗牵走或拴养。

在养狗房舍几十米外干农活
的丁大姐很气愤，今年 6 月 19 日，
她被该恶犬咬伤后打狂犬病疫苗，
花了2000余元。后来丁大姐看到黄
某端食喂狗，就提醒黄某将狗带
走，并称自己刚被咬伤。丁大姐称
后来黄某主动赔偿了300元。

成都商报记者从翠屏区警方
了解到，事发后恶犬已不知所踪，
当地仍在组织搜寻。思坡派出所已
对黄某展开调查并进行问询。黄某
交代称，他养的是一只比特犬，平
时都拴养在事发处房内，分析为当
晚“打脱”（当地方言，意为挣脱绳
索）后巧遇杨伟而伤人。有警方人
士称，比特犬属于大型烈性犬只，
是有名的“斗犬”。

目前，当地警方仍在调查该
事件。

律师：被狗咬伤这样维权

四川方策律师事务所郭刚律
师说，我国侵权法并没特别规定
狗咬人的担责原则，而是直接规
定在了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条文
里：凡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
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
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
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
任。郭刚认为，在本次事件中，受
害人杨伟明显没有任何故意或重
大过失，故理应由该犬的饲养人
或管理人承担全责。

被狗咬后怎么维权？四川明炬
（龙泉驿）律师事务所律师王仁根
表示，不管是《民法通则》还是《侵
权责任法》都规定得很明确，那就
是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饲养
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民事侵权
责任，除非是被侵权人故意去挑
逗、激怒、放跑等明显自身过错造
成。还有一种情况是第三人造成，
那么第三人也应当承担责任。
成都商报首席记者 罗敏 摄影报道

律师认为，本次事件应由该犬
的饲养人或管理人承担全责

是作为斗犬的目的是作为斗犬的目的
而培育的一种具有而培育的一种具有
强大杀伤力的凶猛强大杀伤力的凶猛
犬种犬种。。具有能够持具有能够持
续释放续释放 120120 分钟的分钟的
耐力和每平方厘米耐力和每平方厘米
8080 千克的咬合力千克的咬合力。。
容易惹是生非容易惹是生非，，好好
勇斗狠勇斗狠，，誓死不休誓死不休。。

恶犬是一只比特犬
曾咬伤同村人

比特犬比特犬

如果不是拼尽如果不是拼尽
全力夹住水底全力夹住水底
一根比筷子还一根比筷子还
细的野草细的野草，，他早他早
已被洪水冲走已被洪水冲走

如果不是如果不是5050分分
钟里持续数千钟里持续数千
次呼喊次呼喊““救命救命”，”，
他也许孤独地他也许孤独地
死在暗夜里死在暗夜里

杨伟的伤口

杨伟下巴和左手臂被咬的伤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