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从村里来了一名江苏女
子，四川盐亭的多位村民便在晚上
出没于田间地头，头束照明灯，戴
上手套捉野生蟾蜍（俗称“癞蛤
蟆”），他们有的以1元1只的价格
卖给这名江苏女子，有的则从该女
子处学会了技术，提取蟾酥进行售
卖。直到江苏女子被抓后，还有一
名村民联系她要售卖蟾酥……

原来，江苏女子姓姚，与盐亭
女子谢女士是朋友，两人今年5月
回到盐亭县后，便在当地多个乡
镇捉野生蟾蜍，并发展了多名村
民当下线。捉到蟾蜍后，姚女士会
提 取 蟾 酥 ，以 每 斤 2500
元-4000元的价格卖给一名江
苏男子。根据盐亭警方统计，姚女
士及其下线共计捕获8000余只
蟾蜍，按每只100元计算，涉案金
额80余万元。

专家介绍，一只蟾蜍一天能
吃掉2000到3000只昆虫，从它
们身上提取的蟾酥及蟾衣都具有
医药功效，有药企专门向养殖户
收购。但提取蟾酥会对蟾蜍造成
伤害，即使放生也会因伤口感染
死亡，对生态造成破坏。

目前，姚女士和谢女士已被执
行逮捕，其余5名村民被依法取保
候审，该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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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陕西西安一辆小轿车坠入
水库，车内5人（3名女子两名儿童）被
路过的多名群众奋力救起，其中重庆
江津男子蒋正全在救人时因体力不
支，抢救无效死亡。

记者了解到，与蒋正全一起参与
救援的群众共有6人，其中两人是来
自四川省通江县的程心灿、秦建平，
他们也是和蒋正全在同一个工地干
活的工友。8月14日，两人向记者讲述
了当时救人的情况。

发现有人溺水
他们奋不顾身救人

程心灿和秦建平是堂兄弟（两人
均随母姓），一起在西安务工。蒋正全
和他们是同一个工地的工友。

程心灿回忆，8月8日12点左
右，他和蒋正全、秦建平正在外面
散步，突然听见“砰”的一声，紧接
着又听到有东西掉下水的声音，然
后听见有大人小孩在呼救……三
人迅速朝声音传来的方向跑去，看
见一辆车子坠入水库，距离岸边有
10米左右远。

秦建平称，三人跑到水库边时，
看见车子有一扇车窗开着，里面有大
人和小孩共5人。随后，三人跳入水里
救人。程心灿回忆，当时从车窗先救
出一个小女孩，蒋正全带着小女孩往
岸边游，因车里还有4人需要救援，两
人都没有回头看蒋正全，只想着尽快

将车里的人救出。
待程心灿和秦建平救出三人上

岸后，车子逐渐下沉。这时车里还有
一人没被救出，岸边又有人下水，将
车里最后一人救上岸。

距离岸边两米时
蒋正全体力不支溺水了

程心灿上岸后，随即寻找一起
救人的蒋正全，大声呼喊却没回应，

“当时想到蒋正全可能还在水里，整
个救援只有四五分钟”。随后，他们
将蒋正全拉上岸送到附近医院，遗
憾没有抢救过来。

监控视频显示，蒋正全在营救女
孩的途中，在距离岸边两米时，体力
不支溺水了……

秦建平说，蒋正全身高1.78米，
很瘦，在救女孩回岸边的过程中，小
女孩压在他的肩上，“他几乎是顶着
小女孩”。当天5人被救上岸后，落水
的几人都被吓得发抖不能说话。

程心灿称，他和蒋正全认识才3
个月，在工地上干活时，蒋正全不爱
多言，但为人耿直。3个月的时间里，
蒋正全很少说起家里情况，只知道他
家里有孩子和老人。

“他家里的具体情况，我们也是
这件事发生之后才知道的。”据秦建
平介绍，蒋正全家里比较困难，在重
庆老家还有9岁小孩和两位70多岁老
人需要他挣钱养活。之前，蒋正全辗
转各地工地干活，到西安务工之前，
在四川泸州一工地做小工。

拟认定见义勇为
主要事迹正在公示

据西安市阎良区委政法委调查核
实，8月8日11时53分，武屯街道新庄谢
某等5名（其余4人为谢某亲属）村民驾
车自二龙口桥由西向东行驶，不慎撞
毁护栏坠入二龙口水库。途经此处的
蒋正全、程心灿、秦建平3人和附近干
活的刘同连、王建宁、王福利3人，听到
呼救后，奋不顾身跳入河中救人。

事故车辆车窗打开，车内有3个
大人（均为女性），2个小孩（一女孩
约12岁，一男孩约3岁）。他们3人先
将车内女孩从车窗救出，蒋正全托
起女孩往岸边游去，岸上群众用线
缆将女孩救上岸。随后刘同连、王建
宁、王福利也加入救援队伍，另外4
人从车窗处被救出，至此车内5人全
部获救。蒋正全在救人过程中体力
不支，后被120救护车送往阎良区人
民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

经调查核实，上述6人在他人遇
险时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奋力营
救他人生命，情况属实，其行为符合

《陕西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
例》第七条第四款规定情形，应当确
认为见义勇为行为。

目前，蒋正全等6名救人者及主
要事迹正在公示。公示时间为2022年
8月11日～2022年8月17日。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杨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3D”第2022217期
开奖结果：069。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第2022093期开奖结果：
基本号码：12 19 09 03 15 29 05，特别号码：14
（以上所有开奖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福
彩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22217期开奖结果：514，直
选：12080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6：43289注，每注奖
金173元。（43542745.07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22217期开奖结果：51472，
一等奖81注，每注奖金10万元。（364084624.90元奖金滚
入下期奖池）

超级大乐透第22093期全国销售263859632元。开奖
号码：07 11 14 21 29 07+10，一等奖15注，单注奖金
6181280元，追加7注，单注奖金4945024元。二等奖114注，
单注奖金71002元，追加46注，单注奖金56801元。三等奖
286注，单注奖金10000元。（835132342.35元滚入下期奖池）

体
彩

兑彩票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第22090期：31133030300011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任选9场（四川）第22090期：
31133030300011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第22090期：22011211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 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 22090 期：
313303003001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22年10月14日)

足
彩

经过一个多月紧锣密鼓
的准备后，成都市美术馆8月
15日宣布：将在本周六（8月
20日），带着六个全新展览再
次迎接观众。

8月20日当天，将有三场精
彩展览开幕，分别是“罗伊·利
希滕斯坦：重塑流行”“先声的
回响——珂勒惠支与中国现代
版画艺术文献展”和“2021成都
双年展捐赠作品展”。

8月26日，“图像的震撼
——80、90中国新绘画”“视觉
之巅——中国当代摄影研究
展”两个展览即将登场；9月2
日，“成都画院（成都市美术馆）
巴蜀先生馆藏系列展——云山
出岫·周抡园艺术文献展”也将
亮相。

同时，各展览相关的主题
公共美育活动，也将随着展览
的开幕向观众免费开放，包括
儿童美育课程、青少年绘画体

验、学术讲座、舞蹈剧场等，覆
盖多个年龄段，观众们能在丰
富有趣的艺术活动中，收获深
度观展与艺术体验。

成都市美术馆新预约平台
8月15日已经上线微信平台，观
众只需进入“成都市美术馆”公
众号，点击“预约服务”-“观展
预约”中的展览海报，选择合适
的参观时段，输入身份信息，便
可入馆参观。

新馆开闭馆时间为夏季（5
月1日-10月31日）10：00-21：
30，最后入场时间21：00；冬季
（11月1日-次年4月30日）10：
00-20：00，最后入场时间19：
30；每周一例行闭馆。

观众入馆请配合工作人
员查验健康绿码、行程绿码、
预约码和体温，参观过程中佩
戴口罩，并尽量与他人保持安
全距离。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乔雪阳

成都市美术馆8月20日恢复开馆

炎炎酷暑中，三星堆遗址
的考古发掘工作仍不停步。

继8月4日猪鼻龙头柱状器
成功提取出8号坑后，日前，考古
人员在8号坑清理一件铜尊器盖
时，在器盖顶部又发现一个“四
翼小神兽”，这也是三星堆发现
的第一件带翅膀的神兽。

考古队员清理的这件器
物，暂定名为“镂空立兽器盖”，
大致位于8号坑中间位置。

近期，随着压在这件器盖
上的铜罍提取出土，这件器盖
的细节才被看清：一个巴掌大
的小铜人，倒立于器盖上，双手
奋力支撑在器盖边缘。镂空花
纹上托举一方平台，平台上挺
立着一只小神兽，神兽的肩部

和臀部长了四只小翅膀。
“神兽的背上，我们目前看

到还背着一个东西，初步看来
应该是一棵神树的模型，树根
的部分似乎已经露出来了。”北
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8
号坑负责人赵昊说。

据观察，四翼小神兽的头
部造型比较圆润，类似老虎，还
有一口锋利的牙齿，与此前在
三星堆遗址发现的其他神兽头
部造型和口鼻造型都不相同。

此外，在8号坑还露出一只
羽翼镂空青铜鸟，它与青铜神
树上的青铜鸟造型均不相同，
是三星堆迄今发现的唯一一只
羽翼镂空的青铜鸟。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记者 乔雪阳

三星堆又有新发现：
带翅膀神兽 羽翼镂空青铜鸟

警方查获59只蟾蜍
查获14克蟾酥

7月1日晚10时左右，盐亭县公安
局西陵派出所民警开展夜间巡逻，当
巡逻至联盟村时，发现有几人头戴照
明灯行走在田间地头，行迹较为可
疑。于是，民警叫停了几人，准备例行
检查。

“当我们走近一看，发现他们提的
桶里装着活蹦乱跳的蟾蜍。”8月15日，
西陵派出所教导员王万军告诉记者，
当时共挡获3人，桶里共有59只蟾蜍。

王万军介绍，现场除了蟾蜍外，
还有少量的蟾酥。蟾蜍俗称癞蛤蟆，
属于我国“三有”保护动物。于是，民
警将三人带回派出所进一步调查。

经查，上述三人分别为：一名姓
姚的女子，江苏启东人；另外一名女
子姓谢，盐亭县人，两人系朋友关系。
另外一名男子姓朱，系谢女士朋友的
朋友，其觉得好玩，便跟着一起到田
间捉蟾蜍。

记者了解到，去年4月，姚女士和
谢女士在网上认识后成为朋友，今年
5月，两人一起回到盐亭，姚女士住在
谢女士家。早在江苏时，姚女士就有
过捉野生蟾蜍的经历，并且学习了如
何提取蟾酥的技能，后来因为周边有
人因捉蟾蜍而被公安机关打击，她才

没有继续捉蟾蜍。
“他们当晚共捉了60多只蟾蜍，

还有10多只已经提取了蟾酥，然后将
蟾蜍放了。”王万军透露，在谢女士的
家中，民警还查获了14.12克蟾酥。

发展村民当下线
专门提取蟾酥售卖

盐亭地处四川盆地中部偏北，隶
属绵阳市，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森
林覆盖率达到55%，生态环境非常
好。在盐亭的森林里、田间地头，经常
能见到蟾蜍。

姚女士来到盐亭后，还带来了几
套捉蟾蜍以及提取蟾酥的工具。随
后，两人每天晚上头戴照明灯、戴着
手套、提着塑料桶，出入田间地头捉
蟾蜍。多的时候，两人一晚可捉几百
只，少时也可捉几只。两人约定，谢女
士分四成，姚女士分六成。

两人捉蟾蜍的举动引起了其他
村民注意。两岔河乡的李某夫妻二
人，便是其中两人。不过，他们不熟
悉捉蟾蜍，在向警方交代时，两人称
捉了50多只，每只卖了一元钱。

另外，玉龙镇的王某、高渠镇的
谢某某等，都被姚女士发展成了下
家，他们捉的蟾蜍都卖给姚女士，而
姚女士则直接到现场提取蟾酥，然后
放在冰箱的保鲜室。同时，姚女士也

将提取蟾酥的方法教给了王某，并卖
了一套工具给他，王某则将提取的蟾
酥卖给姚女士。

“姚、谢二人被抓后，王某还通过
微信和姚女士联系，问其什么时候能
收蟾酥。我们根据这一线索，将王某
抓获，从其家中缴获了390克蟾酥。”
王万军说。

那么，姚女士提取蟾酥后，又如
何处理呢？办案民警透露，根据姚女
士交代，她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一名
姓王的江苏男子，对方表示收购蟾
酥，谈的价格是每斤3500元-4000
元 ，实 际 销 售 价 格 是 每 斤 2500
元-3000元。姚女士在销售蟾酥后，
也将钱转给下线村民。

记者了解到，姚女士曾向警方交
代，她一共卖了四次蟾酥，第一次于5
月下旬邮寄了一份样品到江苏，没有
收钱；第二次于5月底卖了一斤多，获
得1400元；6月中旬卖了第三次，共有
一斤多蟾酥，获利5300元；6月下旬又
卖了第四次，共300多克，获利2700元。

一只蟾蜍可提取0.17克蟾酥
两女子已被逮捕

一只蟾蜍可提取多少蟾酥，主要
用于什么呢？提取蟾酥后，蟾蜍还能
生存吗？

民警介绍，根据专家解释，一只

蟾蜍一天能吃掉2000到3000只昆虫，
这其中很大部分都是害虫。而且它们
身上提取的蟾酥以及蟾衣都具有医
药功效，有药企专门向养殖户收购。
但刮取蟾酥会对蟾蜍造成伤害，即使
刮取后放生，也会因伤口感染而死
亡，对生态造成破坏。

记者了解到，警方找专家进行了
鉴定，一只蟾蜍可提取0.17克蟾酥，约
3000只蟾蜍可提取一斤蟾酥。根据姚、
谢等人的交代，他们共抓了8000多只
蟾蜍，其中姚、谢二人抓了3500多只。
根据蟾蜍每只100元的价格计算，姚、
谢等人涉案金额高达80余万元。

警方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第341条第2款规定：违反狩猎法
规，在禁猎区、禁猎期或者使用禁用的
工具、方法进行狩猎，破坏野生动物资
源，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根据《刑法》
的相关司法解释，捕猎野生动物达到
20只（含20只）以上的，就涉嫌非法狩
猎犯罪，将被追究刑事责任。根据规
定，私自捕捉蟾蜍涉嫌非法狩猎罪。
所以，野生蟾蜍是绝对禁止捕猎的。

目前，嫌疑人姚女士、谢女士已
被执行逮捕，朱某某、王某、谢某某、
李某、苏某某已被依法取保候审。该
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中。唐超 谢婧 成
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汤小均

两女子捉癞蛤蟆被逮捕牵出

蟾酥交易黑产链
地下链条

江苏女子：
提取蟾酥，一只蟾蜍一次可提取0.17

克蟾酥；共计捕获8000多只

村民：
捉癞蛤蟆，1元1只被收购

卖家（江苏男子）：
每斤2500元-4000元收购蟾酥

有药企专门向养殖户收购，提取
的蟾酥及蟾衣都具有医药功效

危害
提取蟾酥，
会对蟾蜍造成伤害，
会因伤口感染死亡，
对生态造成破坏

他顶着落水女孩回岸边
自己的生命定格在那片水域

镂空立兽器盖 图据央视新闻

救援现场

包括“先声的回响”在内的六个全新展览将展出

姚女士等人抓的蟾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