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了能将毒品顺利运回自
贡，陈某、林某二人制定了详细的
计划，以逃避公安机关的打击。

当天晚上，林某独自一人驾
车到外地购买毒品，交易成功后
赶紧返回。自以为是深夜作案，
不会出问题。令林某等人想不到
的是，他们的行动已经被警方全
程掌握。

“他取货返回的途中，我们
发现了嫌疑人驾驶的车辆，就悄
悄跟住了他，并紧急通知负责接
应的同事，准备在他的一段必经
之路上设伏。”办案民警回忆，原
计划在林某到达自贡的时候收
网，但出了点插曲。

原来，生性多疑的林某预感

情况不妙，为了稳妥起见，他改
变了自己的行进路线。

突如其来的变化打乱了警方
的部署。“林某改变路线，大宗毒
品可能脱离警方掌控、有流向社
会的风险；跟踪的车辆也可能暴
露。”跟踪组指挥员通过对讲机与
接应组指挥员进行了短暂沟通。
当即，接应组的车辆迅速跟进到
嫌疑人的行进路线，准备配合跟
踪组车辆对林某车辆展开夹击。

办案民警回忆，接应组车辆
和跟踪组车辆会合后，继续前
行，很快就发现了停靠在路边的
嫌疑人车辆。

机会来了，两辆车一前一后
将其挡住，有民警下车实施破

窗。见情况不妙，林某踩下油门
开始撞车逃窜。他疯狂地倒车-
前进-倒车-前行，与警方车辆
发生剧烈碰撞，撞出一条间隙后
快速逃离。

狂飙数十公里，林某因车速
过快，车辆侧翻在一个乡道路边。
警方追击车辆抵达时，林某已经
弃车逃离，车内未发现毒品。

最终，民警在一辆沿县道朝
自贡城区行驶的私家车上将林
某抓获。驾驶员翁某，是林某的
表哥，也被一并抓获。

11月26日早上，另一路民警
在林某行驶过的路边找到了被林
某丢弃的毒品（冰毒953克）。林
某归案后，其马仔也相继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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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
“3D”第2022167期开奖结果：783。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双
色球”第2022072期开奖结果：红色球
号码：14 05 15 32 18 16 蓝色球号
码：12 （以上所有开奖信息以开奖现
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22167期开
奖结果：299，直选：14303注，每注奖金
1040元；组选3：15938注，每注奖金346
元。（45368565.39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22167期开
奖结果：29937，一等奖107注，每注奖
金10万元。（432502804.44元奖金滚入下
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22072期
开奖结果：413893+9，一等奖1注，每注
奖金500万元；二等奖8注，每注奖金
27913元；三等奖119注，每注奖金3000
元。（272630787.86元奖金滚入下期奖
池）（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22年8
月25日）

体彩

兑彩票

福彩

6月26日，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从四川省自贡市公
安局获悉，历时一年多，自贡
警方终于成功捣毁了一个网
络多层级贩卖运输毒品团伙，
共计抓获犯罪嫌疑人15名，查
获冰毒66.54克、麻古30.01克、
海洛因1786.93克、毒资49余万
元等。

2020年3月28日，四川省自
贡市公安局沿滩分局获得重
大涉毒线索，当即，市局、分局
两级公安机关多警种协作成
立专案组，立案侦查。

专案组经过反复甄别发
现，该犯罪团伙成员复杂，主
要嫌疑人反侦察意识较强。为
此，专案组多次往返云南、泸
州等地的偏僻地点隐秘侦查，
逐步摸清了犯罪嫌疑人的活
动线路，以及贩运毒品的方
式，同时也厘清了贩毒团伙的
人员结构，主要犯罪嫌疑人逐
渐浮出水面。

5月4日上午10时许，警方
在叙永县两河派出所门口路
段设伏，准备实施抓捕。“考虑
到道路相对狭窄，便于堵截车
辆。”民警回忆，利用地理优
势，警方特别安排了两辆大货
车，以错车的方式将道路占
满，从而堵截嫌疑人车辆。

很快，载有毒品的嫌疑人
车辆从前方驶来。抓捕组与跟

踪组实时沟通，只见两辆靠
边停放的大货车，后面一辆
启动，靠左行驶，刚好占用了
左侧车道，直接将仅有两根
道的道路堵死。此时，嫌疑人
车辆也刚好抵达。民警一拥
而上，迅速将车内人员控制。
经查，警方在嫌疑人车辆上
抓获犯罪嫌疑人3名，查获海
洛因五块净重1743.16克、毒
资375000元。

在多地警方的支持下，
2020年6月17日，专案组在成都
市将嫌疑人杨某抓获，查获海
洛因43.77克，冰毒55.94克，麻
古4.01克。2021年7月9日，在雅
安市将“下家”嫌疑人林某抓
获；7月21日，在资阳市将嫌疑
人何某抓获；9月9日，在浙江
省宁海县将“上家”刘某抓获。

至此，历经一年多的侦
办，这个网络多层级的贩卖运
输毒品团伙终于被自贡警方
全网突破。

截至目前，该案共计抓获
犯罪嫌疑人15名，处罚吸毒人
员7人，查获冰毒66.54克、麻古
30.01克、海洛因1786.93克、毒
资49余万元、车辆二辆、子弹
一发、管制刀具1把、作案通讯
工具18部、吸毒工具1套、电子
秤三台。

饶建 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 袁伟

6月26日是国际禁毒
日。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今
日发布一起以伪装“电子
烟”的方式贩卖毒品案。办
案法官提示，不法犯罪分子
为牟取暴利，会将新型毒品
以医药品、美容剂、减肥特
效药等名义，悄无声息地渗
透到人们生活中。

法 院 通 报 的 案 情 显
示，2021年8月，王某某以
1400元的价格向田某贩卖

“上头”电子烟2支、烟油2
瓶，收取毒资后以快递闪
送的方式交付。

王某某被查获后，民
警在其身上及住处起获一
次性电子烟129个及罐装
烟油141瓶。经检查称量，
起获的电子烟及烟油内含
黄色液体净重共计896.77

克；经抽检鉴定，检出国家
列管大麻素成分。

办案法官提示，“禁烟
令”实施以来，电子烟作为
香烟替代品风靡社会。同
时，不法分子也将黑手伸
向电子烟，他们将一种叫
合成大麻素的毒品掺入电
子烟中，让吸食者产生致
幻感觉。

据介绍，合成大麻素
是一类新精神活性物质，
吸食时能产生普通大麻类
毒品四五倍乃至上百倍的
效果。合成大麻素不依赖
于大麻的种植，属于人工
合成的化学物质，对人体
的危害性远远超过大麻类
毒品。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高鑫 北京报道

陈某被抓获缴获的毒品

前几日，四川甘孜州发布通
告称，国道318康定至折多山垭
口段整治工程实施交通管制五
个月。眼下正值暑假出行期，这
份管制通告让不少旅游朋友打
起了“退堂鼓”，许多人心生疑
问，国道318线还能自驾不？

6月26日，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了解到，虽然折多山交通
管制，但经省道434线塔北路绕行
20公里，仍旧可以到折多山走国
道318线，不影响“此生必驾318”。

绕行，也有惊喜。省道434线
塔北路是甘孜州重要旅游道路，
也是连接康定市区与木格措景
区、康定机场、塔公草原、新都桥
景区等旅游胜地的重要通道之
一，一路上蓝天、白云、高山、流
水……美不胜收。

之前，甘孜州交通运输局和
公安局发布的通告称，为有序实
施国道318康定至折多山垭口段
整治工程，确保过往车辆通行安
全、施工安全和施工进度，以及
通行车辆及旅驾人员安全，根据
有关法律法规，决定在施工期间

对国道318康定至折多山垭口段
整治工程实施交通管制。

公告显示，管制路段为国道
318线康定市两岔路村（K2856+
850）至 折 多 山 垭 口（K2887 +
100），施工里程30.453km。

6月25日至11月30日，对蓝
牌车辆（含小型汽车、新能源小
型汽车等）通过S434塔北路进行
分流，具体路线为：成都—G318
线康定市过境段郭达山隧道—
S434塔北路—塔公镇；对黄牌车

辆（含大型货车、旅游客车、有规
定线路的客运车等）进行“单向
尾车制”放行交通管制。每日8：
00至20：00为“单向尾车制”放行
交通管制，其余时间为车辆通行
时间。

在通告中，两条绕行线路分
别是：瓦斯沟—丹巴县—道孚八
美镇—川藏北线（国道317线）进
藏；瓦斯沟—丹巴县—道孚八美
镇—新都桥镇柏桑村—川藏南
线（国道318线）进藏。

6月24日，甘孜旅游等部门
再次给出两条绕行路线：

线路1：成都—国道318线康
定市过境段郭达山隧道—省道
434塔北路（途经木格措、红海子、
康定机场康定机场路口）—经康
定机场路—返回国道318线，经新
都桥或塔公镇前往目的地。

线路2：成都—国道318线康
定市过境段郭达山隧道—省道
434塔北路（途经木格措、红海
子、康定机场康定机场路口）—
经塔公镇前往目的地。

为了让游客通行顺畅，甘孜
州公路建设中心表示将在康定
市过境段郭达山隧口前端、木格
措、康定机场分路口等交叉路口
增加交通指向标识，方便游客识
别路线。此外，折多山公路改造
施工期间对游客车辆（蓝牌）将
根据车流情况间歇放行，力争不
影响游客行程。

值得注意的是，相比于之前
两条绕行路线，后面这两条可谓
是充满惊喜：经省道434线塔北
路折回国道318的线路选择，还

是可以到折多山打卡，国道318
与机场路交叉路口到折多山垭
口只有1公里距离。

省道434线塔北路是甘孜州
重要旅游道路，也是连接康定市
区与木格措景区、康定机场、塔公
草原、新都桥景区等旅游胜地的
重要通道之一。起点位于塔公寺，
穿越平坦广阔的塔公大草原，进
入雅拉雪山天然生态旅游区，翻
越雅拉雪山，经过康定机场，再一
路顺雅拉河而下，到达木格措景
区，最终到达情歌故乡康定市区。

省道434线塔北路沿线杜鹃
花很多，灌丛林、湿地草甸丰姿
绰约，特别是红海子，以及越过
垭口可以看到贡嘎山，途中中谷
温泉、二道桥温泉、RGB温泉可
以解乏，品质极佳。

还有一点，出行的朋友们要
记住哦：6月16日起，甘孜州全域
景区推出优惠政策，对国内外游
客实行门票半价优惠，对学生
（含留学生，持学生证）实行门票
全免优惠。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蒋麟 图据甘孜旅游

日前，“一支铅笔诞生的世界：动漫原画
特展”正在成都博物馆三层临展厅展出。本
次展览呈现的248件展品中，有来自迪士尼
的大量原稿和珍稀赛璐珞作品，如享誉全球
的《米奇与唐老鸭》、世界上第一部动画长片

《白雪公主》、被誉为“迪士尼最完美的动画
电影”的《木偶奇遇记》，以及经典的《爱丽丝
梦游仙境》《风中奇缘》等，画面精致，制作细
腻，极具梦幻色彩。

在观展的同时，很多观众都发出了这样
的疑问：“赛璐珞”到底是什么？

据了解，1926年的上海，万氏兄弟拍摄
并制作出了一部由真人和动画结合的无声
黑白短片——《大闹画室》。这是中国电影史
上第一部真正的动画片，片长仅12分钟，讲
述了一位真人画家与动画小纸人斗智斗勇
的有趣故事。

在实拍中他们发现，本应动起来的小纸
人在打闹时显得呆板卡顿，而背景的细微差
别，却导致本该静止的墙上挂钟、画室桌子
动了起来。为解决这个问题，经过多次试验、
反复摸索，万氏兄弟决定参考美国动画制作
中所使用到的赛璐珞胶片：将固定静止的背
景画在纸上，把运动的物体画在赛璐珞胶片
上，拖动胶片，就可以做出角色在背景上运
动的效果。《大闹画室》的摄制成功，揭开了
中国动画的帷幕，也开启了以赛璐珞动画技
术的中国之旅。

“赛璐珞（Celluloid Nitrate），原指一种
透明的合成塑料，具有坚韧、轻薄等特点，是
制作玩具、文具的主要材料。1914年，美国人
埃尔·赫德将其运用至动画制作。用赛璐珞
制作的胶片受到广泛使用后，动画的工艺得
以简化。”成都博物馆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此
前，在同一个背景的每一幅画面里，人们都
要把背景重复画数次，使得动画的制作效率
极低，浪费了动画艺术家的时间和精力。赛
璐珞出现后，大大减少了重复的工作量，将
活动的形象与静止的背景叠放在一起进行
逐格拍摄，不仅能缩短动画制作时间，还能
进一步实现多样化的动画效果。

同时，在动画的制作当中，尤其是早期
二维动画的制作中，赛璐珞可以说是一个关
键的动画技术。人们耳熟能详的《米奇和布
鲁托》《白雪公主》《木偶奇遇记》等广泛传播
的早期经典动画作品，最初的原画稿件就是
在赛璐珞胶片上进行制作的。

因为赛璐珞塑料的特性，同样的角色，
在赛璐珞上和在纸上勾画出来区别甚大，所
以形成了别具特色的风格特点。赛璐珞的线
条格外干净明亮、闭合度高、界限分明，色彩
格外鲜艳醒目，多呈块状，边界锐利，显得瑰
丽动人。由于是突出于纸面的胶片，赛璐珞
更有一种独特的厚重感、立体感，呈现出一
种专属于赛璐珞时代的动画美学。

赛璐珞的用法从美国传入日本后，被发
扬光大，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几乎成为手绘动
画的代名词，这种“分层”的绘画方式、鲜明
的绘画特色也被许多漫画家继承下来，衍生
为“赛璐珞风格”。

如今，随着电脑技术的发展，动画技术也
飞速更迭，许多时间跨度较长的动画都经历
了从赛璐珞到数码制作的转变，而今展现在
人们眼前的，是更为精致细腻的数字化影像。
幸运的是，在“一支铅笔诞生的世界：动漫原
画特展”上，汇集了来自中国、美国、日本的世
界经典动画作品的珍稀赛璐珞原片，以供观
众们追忆与观赏。据悉，本次展览将展出至8
月28日。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曾琦

“赛璐珞”是什么？
这场动漫原画特展为你揭晓答案

还能看到珍稀原片！

为逃避警方打击，犯罪嫌疑人林某不惜冲撞警方车辆，亡命逃窜；漠视法律，犯罪嫌疑人陈某不仅
屡次因吸贩毒被公安机关打击处理，还曾依仗自身患有疾病，扬言“谁敢动他，就和谁换命”，甚至在同
伙落网之后仍气焰嚣张…… 昨日是第35个国际禁毒日，四川自贡警方日前接受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采访，揭秘了这起特大贩卖毒品案的侦办细节。

康定至折多山垭口段交通管制五个月
还能自驾国道318吗？

陈某，自贡人，40多岁，吸毒
史已有近 20 年，经常被公安机
关查处。由于常年吸毒，陈某疾
病缠身，只能“以贩养吸”。因此，
他还屡次因贩卖零包毒品被公
安机关打击处理。

陈某吸贩毒的时间长，是
一名贩卖零包毒品的主要犯罪
人员。办案民警介绍，陈某脾气
暴戾，时常以自杀自残的方式
对抗公安机关的打击处理，甚

至扬言自己活不了多久，谁敢
动他，就和谁换命。陈某的嚣张
气焰，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
稳定，同时也坚定了公安机关
清除这一毒瘤的决心。

办 案 民 警 在 前 期 侦 查 中
发现，陈某涉毒犯罪团伙组织
严密、分工明确，加之他们都
是贩卖数量少（零星）的零包
毒品，但次数多、交易隐蔽，给
公安机关打击查处带来不小

的阻力。不过，通过侦查，警方
锁定了陈某涉毒犯罪团伙的
全部成员。

2020 年 11 月 25 日，自贡大
安警方获悉一条重要线索：陈
某、林某二人共同出资，即将前
往成都购买大宗毒品。该线索
引起了自贡市公安局、大安区
公安分局高度重视，当即成立
专案组，组织 50 余人的精干警
力，全力侦办此案。

得知林某被抓，陈某丝毫不
慌张，甚至扬言自己反正也要死
了，谁敢动他，他就和谁换命。

警方并没有在意陈某的嚣
张气焰，只计划如何依法抓捕、
巧妙抓捕，让嫌疑人接受法律
的制裁，同时也保护其应有的
权益。

经过周密部署，2020 年 12
月 26 日 ，专 案 组 民 警 在 陈 某
家中对其实施了抓捕，并在其
居所内搜到各类毒品共计 110
余克。

与此同时，林某的马仔、贩
卖毒品的上家及中间人，也在成
都警方的大力支持下相继归案。

至此，“915”特大贩卖毒品案成
功告破，抓获嫌疑人陈某、林某
等 7 人，查获毒品 1000 余克，缴
获作案车辆4辆。

据悉，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
将于近期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

饶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袁伟 自贡警方供图

以贩养吸/ 扬言“谁敢动他，就和谁换命”

惊险追击/ 嫌疑人撞开夹击车辆疯狂逃匿

团伙覆灭/ 抓获7人，查获毒品1000余克

警方设伏前后夹击
多层级贩毒团伙被全网突破

令你“上头”甚至致幻的并非“电子烟”
北京法官：警惕披着电子烟外衣的新型毒品

冲撞警方车辆 叫嚣“以命换命”
“疯狂毒贩”覆灭记
自贡警方破获特大贩卖毒品案，团伙7人落网

第35个国际禁毒日

▲《爱丽丝梦游仙境》，赛璐珞，美
国，1951年，华特迪士尼公司出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