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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网红“石壁凿豪宅”
涉嫌违建被责令停工

■ 在山间崖壁开凿石屋，宣称
打造“艺术石屋别墅”。最近两年多，
“虎哥石壁凿豪宅”ID活跃在多个短
视频和自媒体平台，是不少网友眼中
的“网红”。在不少网友赞许其恒心、
毅力和“愚公精神”的同时，也不断有
网友质疑其在石壁凿豪宅的合法性。

■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走
访调查发现，“虎哥石壁凿豪宅”ID
中的“虎哥”本名邱中虎，他在峭壁上
所凿石屋位于其家乡——四川内江
资中县新桥镇的老屋背后。数年前，
他已在成都青羊区购房安家，并结婚
生子，而非早期视频标题所称的“打
工多年买不起房，励志凿石屋居住”。

■ 1月14日，记者从新桥镇政
府获悉，因邱中虎在石壁凿屋无合法
手续，目前也办不了合法手续，新桥
镇政府几天前下达了“停工通知书”，
责令邱中虎停止在石壁上凿石屋的
行为。此前，镇政府多次前往调查，也
曾让邱中虎停止凿石屋的行为。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
22014期开奖结果：788，直
选：8201注，每注奖金1040
元；组选3：13316注，每注奖
金346元。（44161783.23元奖
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
22014期开奖结果：78846，
一等奖136注，每注奖金10万
元。（329399544.92元奖金滚

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

22006期开奖结果：875880+
9，一等奖0注；二等奖：4注，每
注奖金132239元；三等奖：35
注 ，每 注 奖 金 3000 元 。
（296882518.54元奖金滚入下
期奖池）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
2022年3月15日)

中国福利彩票福彩3D
第2022014期开奖结果：462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第
2022006期全国开奖结果：

14 16 18 19 04 09 29，
特别号码：23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
后的结果为准）

兑彩票

体彩

福彩

1月14日，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从四川攀枝花市米易
县警方获悉，近日，米易县一大
妈在马路上捡到一张一亿五千
万的现金支票，当场惊呆了，吓
得赶紧报警。

据警方介绍，1月9日，米易
县公安局接到群众报警称，在
马路上捡到一张一亿五千万的
现金支票。米易县公安局攀莲
派出所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取证

询问，并根据支票所显示信息
前往银行核对。

经过银行工作人员仔细辨
认，发现这张面额一亿五千万
的支票确实是真的，但是已经
过期作废。

最终，在民警见证下，银行
工作人员将该支票进行了现场
销毁。

黄勤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江龙 摄影报道

1月14日，距离跳进粪池救
起老人已经5天，成都市金堂
县公安局栖贤派出所民警陈
勇的感冒也终于好些了。1月9
日，栖贤派出所接到群众报
警，一名老人被困粪池中，危
急时刻，陈勇果断跳进粪池救
援，在冰冷的粪水中泡了30多
分钟。

1月14日，陈勇告诉记者，1
月9日上午8点10分左右，派出
所接到群众报警，有人被困，
需要救援。他和同事马上赶往
现场，才发现所谓的“被困”并
非报案人说的有群众拆房时
倒塌被压，而是一位婆婆掉进
了一个农用粪池里。

陈勇再一看，认出了这个
老人。原来，1月8日下午，栖贤
派出所就接到群众报警，家住
栖贤街道棕榈湖小区的一名
70多岁、患有老年痴呆的老人
走失了，当晚，派出所民警查
找监控，寻找老人身影，一直
查找到9日早上6点。“家属刚
离开派出所，回去休息一下。”
陈勇说。

在救援现场，陈勇发现，
这是一个农村常见的储存粪
水的粪池，上面盖有一些破旧
的木板、塑料板，四周水泥墙
壁十分光滑。可能是老人路过
时不小心踩上去掉了下去。民
警赶到时，老人上半身全浸在
粪水里，还能动，但喊她已不
晓得答应。

一开始，陈勇和同事趴在
粪池边，伸出手想把老人拉上
来，但可能因为陷得太深，拉
不动。陈勇和同事又把木棒、
竹竿伸过去，还是不行。眼看
老人都快昏迷了，陈勇果断脱
掉外衣，跳进粪池，双手扶住

老人的腰，努力将人往外拔，
“岸”上的人也一起往上拉、
抱、拽，甚至用上了腰带、绳
索，都没有成功。

2米来深的粪池尽管没有
灌满水，但水也达到了陈勇的
腰部，陈勇担心蛮力拖拽反而
会让老人更受伤，立即让同事
通知消防增援。在等待过程
中，为避免老人呛水窒息，陈
勇站在冰冷的粪水中，一直用
双手托住老人。

随后，消防人员和接到通
知的家属赶到现场。消防人员
用专业的救援绳索将老人拖
拽上来，送上等候在一旁的120
急救车。此时，距离陈勇跳进
粪池已经30分钟左右。

因为在粪水中泡了半个小
时，陈勇也感冒了。但今年46岁
的陈勇说，他曾是一名军人，现
在又是人民警察，群众的生命
安全是第一位的，脏、臭、冷都
不是当时需要考虑的。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于遵素 实习生 廖炳华

图据金堂县公安局

1月13日，曾在一审中败诉的成
都“温江五阿婆青花椒鱼火锅店”在
二审中胜诉（本报昨日已有报道）。一
天后，一审中与“温江五阿婆店”一同
应诉并败诉的龙泉驿区“馋猫鱼火锅
店”也等到了二审开庭。

近两个小时的庭审后，法院未当
庭宣判。记者注意到，庭审前，上海万
翠堂餐饮方面曾提撤诉申请，不过

“馋猫鱼火锅店”负责人张先生没有
同意，“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还关系
到四川的花椒产业、其他很多商户，
也希望通过审判给关心这件事的人
一个交代。”

曾与温江“五阿婆”
同为被告并败诉

1月13日上午，曾在一审中败诉
的成都“温江五阿婆青花椒鱼火锅
店”在二审中胜诉。其实，去年11月
26日一审当日，龙泉驿区“馋猫鱼火
锅店”与“温江五阿婆青花椒鱼火锅
店”是一起被列为被告的，前者店招

为“重庆青花椒鱼火锅自助”，两家
店均被上海万翠堂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状告侵犯“青花椒”相关商标权
益。一审中，两家店均败诉，被判决
分别向上海万翠堂餐饮赔偿经济损
失等3万元。

一审败诉后，“五阿婆青花椒鱼
火锅店”曾摘掉了店招上的“青”字，
不过张先生至今未这样做，他认为：

“我是合理正常使用，怕什么？陪他打
到底。”

二审开庭前，
上海万翠堂餐饮曾提出撤诉

一审败诉后，两家店都提起了上
诉。只不过“五阿婆青花椒鱼火锅店”
二审开庭比张先生的店早了一天。

1月14日上午，张先生的“馋猫鱼
火锅店”与上海万翠堂餐饮案二审在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判长介
绍，1月13日上午上海万翠堂餐饮方
面向法庭提交了撤诉申请，不过张先
生一方没有同意。

庭审中，张先生和他的代理律师
提出，他们在店招中使用“青花椒”字
样不构成商标性使用，与案涉“青花
椒”商标不近似，是作为菜品名称和
调料的描述性使用，系合理善意使
用，出现在店招中没有标识服务来源
的作用，不会造成公众的混淆和误
认，没有侵犯上海万翠堂餐饮的相关
商标权益。

上海万翠堂餐饮代理律师表示，
开庭前他们确已提交撤诉申请，不过
张先生一方没有同意，“所以我们才
有了今天的庭审和答辩。”他继续表
达了和前一天类似的观点，即上海万
翠堂餐饮依法享有相关涉诉商标的
权利，应当受法律保护，公司有权在
全国范围内维权，青花椒是调味品通
用名称，但在餐饮服务中并非餐饮服
务的通用名称，在餐饮服务有显著
性，“馋猫鱼火锅店”在店招中突出使
用“青花椒”字样不是正当使用。他认
为，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
予维持。

商家不同意撤诉
是要给大家一个交代

两个多小时的审理后，四川省高
院没有当庭宣判。有意思的是，庭审
中，上海万翠堂餐饮方面代理律师多
次表示：“我们都已经撤诉了，不索赔
了，为什么你们不同意呢？”

庭审结束后，张先生向记者表
示，他没有同意是因为“不同意撤诉
的话，会有庭审，有直播，还有判决
书，给关注和关心我和这一系列诉讼
的公众一个交代”。在他看来，自己的
案子不只是自己的事，“还关系到我
们四川的花椒产业，还有那么多商户
呢”。期间，张先生也说道：“当初他们
说起诉我们就起诉我们，给我们带来
了这么多烦恼，现在又提撤诉……”

走出法院时，张先生表示：“昨天
（13日），看过温江五阿婆青花椒鱼火
锅店的判决，我对自己的案子的最后
结果还是有信心的。”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亮

此前，新桥镇政府相关负责人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2021年上半年，
镇政府去调查后，曾要求邱中虎停止
凿石屋。在他看来，邱中虎并无相关手
续凿石壁，镇政府只能制止。

内江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相关科
室负责人表示，根据《矿产资源法》，村
民可零星自用，邱中虎这一行为不属
于采矿，也不属于私挖乱采。他认为，
邱中虎所用的土地从用途看如果是住
宅，就应该审批，破坏林地也不行。

“按用途，他本身有住宅，就不符
合‘一户一宅’。户口不在当地，也不能
申请宅基地，找不到法规支撑他的行
为。”此前，他在接受采访时还说，初步
来看，邱中虎目前的行为涉嫌违反《土
地管理法》中“一户一宅”的规定，还可
能涉及擅自占用土地搞建设等违法行
为。在调查核实后，如确实违反了，将
给予相应处罚。

1月14日，新桥镇政府村建环卫中
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因邱中虎在石壁
凿屋的行为没有合法手续，也办不了
合法手续，几天前镇政府及自规所再
次前往调查，并向邱中虎下达了“停工
通知书”，责令邱中虎停止在石壁上凿
石屋的行为。她还介绍，此前，镇政府
曾多次前往调查，要求邱中虎停止凿
石屋的行为。

此外，邱中虎也发布视频，记录了自
己被镇政府叫停的过程。视频中，相关人
员表示邱中虎石壁凿屋的行为办不了合
法手续，目前没有政策支撑，政府部门还
接到了不少网友投诉，为此只能叫停，要
求其停止违法行为。邱中虎也在《责令停
止违法行为通知书》上签了字。

“停止通知书下来了，说违法建
房。”在视频中，邱中虎回应网友称，最
初的想法是完成小时候的一个梦想，
但真正居住的意义不是很大，本想做
成一个作品供大家参观、参考。“停工”
通知让他暂时停止，等到有合法、合规
手续才能继续完成梦想。“目前下了这
个通知书，我不可能违法继续做。”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姚永忠

惊呆了！
一大妈在马路上捡到

一张一亿五千万的现金支票

七旬老人深陷粪池
“奔五”民警毫不犹豫跳了下去

又一“青花椒”案二审开庭

上海万翠堂想撤诉 商家不答应

当事人回应：
凿石屋是“儿时梦想”
拍视频不为当网红挣钱

“虎哥”邱中虎，是四川资中
县新桥镇太河村人。2019年9月13
日，他的“石壁凿豪宅”第一段视
频发布在快手平台上，自称将在
野外石壁上“凿出两层楼带空中
花园”。

随后两年多，他几乎每天更
新视频，并陆续拓展至抖音、西瓜
视频等多个短视频和自媒体平
台，ID统一为“虎哥石壁凿豪
宅”，记录了他在石壁上凿出一楼
房间、上楼楼梯和二楼空间的过
程。如今，他在西瓜视频上的粉丝
量最高，达133万，在抖音上的粉
丝量超过128万，3个凿石屋视频
合集播放量已超过3.9亿次。

36岁的邱中虎在家中排行老
三，小学毕业，曾被抱养给邻居，
做过矿工，如今在成都做装修管
理，结婚10多年的他有两个孩子。
在老家，他们家的石墙老屋还在，
快70岁的父亲生活在这里，旁边
有哥哥的房屋。最近这两年，邱中
虎两头跑，在成都继续干装修管
理工作，回到老家则会凿石屋和
拍摄、剪辑视频。

他称，小时候家里建房时，他
就想“打石头来修房子，为何不在
一块完整的石头里修房子”？为
此，他萌生了凿石屋的想法，并选
址屋后的山林峭壁，这样做只是
想实现“儿时的梦想”。“做自媒

体、小视频，我的目的最初就是一
个记录，记录自己把小时候的一
个想法变成事实的过程。我并没
有想把自媒体发展起来，等红了
要挣1000万、2000万。”

在此前发布的视频中，邱中虎
在标题中曾以“农村小伙打工多年
买不起房，励志凿石屋居住”“弘扬
愚公精神”自诩。不少网友也赞许
他的恒心、毅力和“愚公精神”。

有网友举报
他称想办手续但办不了

与此同时，也有网友质疑其
“石壁凿豪宅”的合法性，认为他
非法破坏自然资源、石屋无合法
报建手续，甚至有网友向内江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公开举报他损
坏山林。

对此，邱中虎称，2021年，新
桥镇政府接到投诉后，曾到他的
石屋调查3次。“有人投诉后，我去
找他们（镇政府）办手续，但也不
知道办啥。”他表示，“如果没有其
他途径办相应手续，政府真的下
达命令喊停，我也只能服从国家
的法律法规，并不是说自己要去
违法干一件事。”

对于“农村小伙打工多年买
不起房，励志凿石屋居住”的早期
视频标题，他坦承，这只是取个标
题，事实并非如此，“说直白点，只
是玩视频找个话题而已。”据他透
露，数年前，他在成都青羊区买了
房，只为两个孩子能接受更好的
教育，他的户籍也早已迁至成都。

邱中虎在石壁上施工 视频截图

最 /新 /进 /展

镇政府下达停工通知：

不属私挖乱采
而是涉嫌违建

1 月 14 日上午，成都青
白江区姚渡镇三方村 3 组一
七旬老人家中起火，在邻居
及消防救援人员的救援下，
火势被成功控制，未造成人
员 伤 亡 。随 后 ，在 清 理 火 场
时，消防员“刨”出了 10 万余
元现金和存折，好在仅部分
被烧毁。

据青白江区消防救援大
队祥福专职队救援人员介绍，
他们是上午9时18分左右接到
的报警。“到现场后，火势正处

于猛烈燃烧阶段。老人家人外
出工作，只有他一个人在家。”
经过近30分钟扑救，火势被扑
灭，无人员伤亡。随后，在清理
火场时，搜救出了10万余元现
金和存折。

从救援人员拍摄的视频
显示，现金被分装在多个位
置，除硬币外，还有大量纸币，
好在仅部分纸币被烧毁。

兰亚军 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 杜玉全 实习记者
胡恒瑞

老人家中失火
消防员火场“刨”出十余万现金

邱中虎在石壁上开凿的石屋

石屋内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