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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期待
来买够网买虫草很实惠

上周五，买够网将于本周三起举行虫草
特卖会的消息发布后，许多市民朋友都打进
买够网热线咨询相关情况。

“那曲虫草确实比较饱满，泡水来喝，菌
香气更浓郁。”家住玉林的市民乔先生说，他
听人介绍买了些虫草给父亲补身体，吃了一
段时间，父亲觉得不错，于是虫草就成了家里

的常备滋补品。“最早我是在专柜买，后来看
到买够网在搞虫草特卖会，就来现场看了，品
质确实不错，价格也非常实惠，以后就认准买
够网买虫草了。”乔先生说，这个中秋，他不仅
要给父母买点虫草，还想给重要客户送点虫
草，“现场散称后有包装盒吗？”

产品经理“高三环”表示，为了保证虫草
品质，特卖现场将采取不扎不包、全部散称的
方式，市民在买的时候不仅可以看可以摸，还
可以数条数对规格，保证每一根虫草的品质

都是实实在在的，有送礼需求的市民，散称后
会免费提供精美的礼盒。

把控品质
产品经理亲赴那曲选草

迎中秋·买够网虫草特卖会现场销售的
所有虫草，全部来自西藏那曲。据介绍，真正
的虫草生长在海拔 3000 米以上的森林或草
坪上，主要分布在青海、西藏、四川等地。西藏
那曲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土壤中矿物质含
量丰富，昼夜温差大，日照充足，温度适宜，这
里出产的虫草以色正、体满、营养价值高闻名
于世，在业内一直有着“冬虫夏草出西藏，西
藏虫草出那曲”的说法。

“为了让市民买到正宗的那曲优质虫草，
早在虫草采挖季我就和特邀的虫草专家飞赴
那曲选草。”“高三环”说，今年5月底6月初他
们再次探寻了那曲虫草采挖点，走访了虫草
交易市场，与当地的挖草群众和一手供货商
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我们特卖会直
销的那曲虫草都是今年新采挖的，从产地、成
色、干度、规格、价格等多方面比较，性价比都
非常高。”

考虑到中秋前后是滋补品销售高峰，不

少市民都有购买滋补品自吃或是送礼需求，
为方便大家购买，买够网此次直接延长了虫
草特卖会时间，活动明天开幕，将持续到中秋
节期间，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余兰）

■那曲虫草价格
规格 特卖价
2500头/500克 198元/克
2000头/500克 248元/克
1500头/500克 298元/克
1000头/500克 368元/克
（凭教师证、老年证享额外9.5折）

■迎中秋·买够网虫草特卖会
时间：2016年9月7日10点开始
地点：成都市锦江区书院西街1号亚太大厦4
楼买够网特卖场（大慈寺斜对面，原锦江区政
府大院背后）
公交：3、4、6、8、20、37、49、58、81、98、152、
154路均可抵达附近
地铁：2号线春熙路站下，往红星路二段方向
步行可到；4号线市二医院站下，往书院西街
方向步行可到。
咨询热线：028-86626666

正宗那曲虫草明起特卖 凭老年证教师证享折上折
想以优惠价买好品质虫草，如果您错

过了今年 6 月成都商报买够网举办的那
曲头期虫草特卖会，没关系，明天起还有
一个机会等着您——迎中秋·买够网那曲
虫草特卖会再度开幕！产品经理飞赴那曲
监控品质，为蓉城市民带来今年新采挖的
那曲优质虫草，各种规格全部散称出售，
正宗实惠看得见！

“马上就是白露了，秋天越来越近，每
到这个时节，养生滋补总是备受关注，前
段时间就有市民打进热线询问何时再开
虫草特卖会。”买够网资深产品经理“高三
环”表示，秋季养生，那曲虫草是公认的进
补佳品，根据往年的经验，越临近年末，虫
草价格越高，买够网为了让更多喜欢虫草
的市民买到“吃得起”的虫草，连续两年虫
草采挖季都亲赴那曲，与当地挖草群众和
一手供货商谈下了长期稳定的供货协议，
因此，买够网推出的那曲虫草不仅品质有
保障，价格也是非常优惠。

马上就是教师节、中秋节了，针对本
场虫草特卖会活动，主办方还给出了特别
优惠：凭教师证、老年证购买那曲虫草可
享折上折。

产品经理体验挖虫草

在三星堆博物馆的修复室里，一个龇牙
咧嘴的马头被工作人员放到网上，瞬间打开
网友脑洞，不少网友都表示这夸张的表情和
喜悦的神情看起来十分眼熟，有网友发出好
莱坞动漫《怪物史莱克》里的贫嘴驴和它做
对比，发现二者十分神似。

昨日，记者从成都市文物部门了解到，
这匹“萌马”其实大有来头，据成都市双流区
考古负责人李国介绍，它的出土时间是2003
年，当时机场扩建时发现一个汉代墓群，由
成都市考古队与双流区文管所联合进行考
古发掘，一共发现九座汉代砖室墓，根据墓
葬形制、出土器物判断年代为东汉中晚期。
整个墓群出土器物百余件，有陶器、青铜器
等，均为祭祀冥器。其中，这件陶马造型意趣
盎然，头部气宇轩昂，神态十分有趣。它出土
后经简单修复，一直存放在文管所里。

近期双流区准备展示双流历史发展中的
文物，这匹萌萌的陶马自然要“出场”，遂送往
三星堆博物馆修复室进行全面修复。李国称，
修复完成后，市民有望和它近距离接触。

绵阳市民陈先生在小区倒车时，不慎
将其已出嫁的女儿撞伤，后找保险公司索
赔医疗费。但保险公司认为，伤者是陈先生
的家庭成员，属于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免
责条款范围，不予赔付。后经协商，保险公
司赔偿 80%。

陈先生不服，将保险公司告上法院。近
日，法院作出判决，“家庭成员”与“直系血
亲”、“亲属”并非同一概念，具有直系血亲关
系的人不一定互为家庭成员，而陈先生女儿
已经出嫁，不在同一户口本上，因此不算家庭
成员，判决保险公司赔偿剩余20%费用共4000
余元。

父亲撞伤女儿 保险公司拒赔三者险

陈先生今年71岁，家住绵阳高新区。他身
体健康，每年参与了驾照的体检，因此现在仍
自己驾驶轿车。

去年9月2日下午，陈先生在绵阳游仙区
某小区倒车时，不小心撞到女儿陈女士，导致
女儿受伤并住院治疗，共花了医疗费 8 万余

元。由于购买了交强险和三者险，撞伤女儿
后，陈先生就及时向保险公司报案。治疗完成
后，陈先生向保险公司索赔交强险66394元，
商业险24450.08元，但是，保险公司拒绝赔付
商业第三者险。

保险公司称，《保险合同》第一章商业第
三者责任保险第五条规定：“下列损失和费
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一）被保险人或驾驶
人以及他们的家庭成员的人身伤亡，及其所
有或保管的财产的损失。”

“保险公司的免赔理由，就是说女儿是我
的家庭成员。”陈先生说。

陈先生称，虽然他及时报案，但在随后的
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理赔中，保险公司拖了半
年之久，一直不予赔付。到2016年3月14日结
案时，保险公司只赔付了商业险 80%，剩余
20%保险公司未赔付。

“我女儿已经出嫁，户口不在我的户口本
上，因此不是我的家庭成员。家庭成员应以公
安局发放的户口簿为准。户口簿上没有名字
的人就不是家庭成员。”陈先生说，女儿陈女
士多年前已出嫁，目前户口在游仙区，而自己

户口在涪城区，且户口簿上没有女儿的名字。
庭审中，保险公司辩称，陈先生发生的交

通事故是撞伤自己的女儿，根据保险条款商
业第三者险第5条第一款的约定家庭成员免
赔，保险公司商业险不赔付，请求驳回陈先生
的诉请。

判决：户口本上没名字 不算家庭成员

庭审中，双方争议的焦点是自己的女儿算
不算家庭成员？家庭成员免赔条款是否有效？

游仙区法院审理此案的法官陈慧芳表
示，陈女士虽为陈先生之女，但因其户口与陈
先生的户口并不在同一户口本上，“家庭成
员”、“直系血亲”及“亲属”等为法律概念，经
营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无权对以上法律概念
随意进行解释。而“家庭”在法律上等同于户
籍，“家庭成员”是指在同一户籍内永久共同
生活，各个成员的经济收入都作为家庭共同
财产的人。“家庭成员”与“直系血亲”、“亲属”
并非同一概念，具有直系血亲关系的人不一
定互为家庭成员。

同时，陈慧芳表示，即使陈女士为陈先生
的“家庭成员”，保险合同中关于“家庭成员免
赔”是格式条款，也是免责条款，但按保险法
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
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
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
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
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
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
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
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
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本案
中，保险公司未举证证明已向投保人尽到提
示说明义务，投保人也未在免责条款上签字，
故保险公司的免责理由不能成立。

此外，从保险设立精神看，“家庭成员免
赔”的条款也不符合保险设立精神，任何车外
人员对于机动车来说均应无差别地认定为

“第三人”，不应因系投保人的亲属而有所差
别。因此，法院判决保险公司补充赔付商业三
者险的20%金额，共4890元。

叶佩林 成都商报记者 汤小均

汉代呆萌陶马

红了
双流出土的“萌马”已送往三星堆文物修复室
修复完成后，有望与市民近距离接触

李国介绍，陶马出土的位置是双流机场附
近的一处汉代墓葬群，距今约1800年，属于东
汉。墓地为汉代砖室墓，一共有9座，其中发现
这匹陶马的墓地有8米长、宽约4米。“发现时
马身子在墓室后面，头摆在中间。”李国回忆，
当时这匹马比较完整，有 1 米多长，舌头向外
甩，比较生活化。

“动物也有喜怒哀乐，古代先民应该是根据
动物的表情，做了一个比较生活化的创作。”李
国说，遗憾的是，墓主身份一直是个谜，因为没
有墓志铭，墓主骸骨也已碳化，但可以肯定的
是，墓主人不是普通平民，应该属于蜀郡的高收
入群体。李国介绍，当时一同出土的文物有上百
件，其中还有青铜摇钱树，这些东西和陶马在一
起出现，更是体现了墓主人的生前富足。

“汉代的能工巧匠在创作上还是比较创
新。”李国表示，这些文物对于研究当时双流一
带历史文化具有较高价值，间接说明当时人民
的幸福指数还是比较高，这些汉墓群对于研究
当时整个成都的生活状态、生产力水平、经济
文化都是有益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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龇牙咧嘴，歪脖吐舌，近日，这匹汉代陶
马火速蹿红网络，连三星堆文物修复室的工
作人员都打趣说，“这是一匹身中剧毒的
马”。不过，这匹陶马并不是三星堆出土的，
而是从成都双流运来准备“动手术”的。

其实，早在2003年，它就被成都市考古
队和双流区文管所从双流机场附近一处汉
墓中联合考古挖掘，之后一直默默无闻，近
日终于借助网络一炮走红，网友纷纷脑洞大
开，有的称其“熬了13个春秋终于走红了”，
有的将它的表情与好莱坞经典动漫《怪物史
莱克》中的“贫嘴驴”放在了一起，两个角色
的表情居然神同步，让网友大呼好穿越。

神似“怪物史莱克”里的贫嘴驴

萌
马
来
自
汉
墓

萌
马
来
自
汉
墓

2

墓主应为高收入群体 生前富足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也从三星堆博物馆方
面证实，这个近日蹿红的呆萌陶马，是成都市
双流区文管所送往三星堆文物修复中心修复
的三匹陶马之一，此前三星堆成功修复了来自
绵阳博物馆的10匹陶马。

“13匹马中，就它与众不同，修复难度也是
最大的。”文物修复师余健介绍，这批文物是今
年 4 月送过来的，这匹陶马是两周前开始修
复。“在修复前，我们按照器物的风格，专门制
定了修复方案。”

这匹陶马没有左耳，文物修复师根据陶马
右耳的造型进行复制，倒模后完成了左耳的修
复。接下来对陶马舌头的修复却考到了文物修
复师。“这种造型的马头，还是第一次见到。”余
健介绍，这件文物，马儿舌头外露，舌尖卷曲，
眼睛都很生动形象。“恰好舌尖卷曲部分残缺，
对修复人员来说，没有一定美学功底和艺术感
悟，很难完成修复。”

余健介绍，文物修复，最关键的是找到依
据，一定要强调真实性。“没有依据，就没有必
要补全，更不能随心所欲。”为此，文物修复师
们查询了大量有关马的资料和绘画作品，并咨
询了研究汉代陶器的专家。最终，经过近两周
的分析探讨，在马的嘴唇部位找到了一些残损
部位，制作了一个3X3.5厘米的舌尖。“这件文
物要修复完成，共需一个月时间，因马身也在
同步修复中。”余健介绍，目前已完成陶马的清
理、粘接、补缺等环节，后期经过打磨、加固和
上色后，陶马将最终修复完成。

成都商报记者 王明平 宦小淮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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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舌头外露舌尖卷曲，眼睛生动

撞脸好莱坞撞脸好莱坞““贫嘴驴贫嘴驴””

父亲撞伤女儿 三者险拒赔“家庭成员”
法院判决：户口本上没名字，不算家庭成员

成都破获一起
盗掘汉代古墓葬案

销售无标签自制泡酒
3家餐馆收到整改通知

餐饮店销售自制泡酒，必须在盛
装容器上标示酒类生产者名称和泡制
材料的名称、数量、泡制日期。日前，成
都商报记者走访多家餐馆发现，去年
10月1日即已开始实施的这项新政在
成华区、锦江区的7家餐馆中没有得到
执行。5日上午，成华区市场和质量监
管局对辖区内的6家餐馆进行巡查，发
现成都砂锅居（直营店）、黑龙滩藤椒
先生鱼府、方德跷脚牛肉仍在经营无
标签自制泡酒。执法人员现场下达整
改通知，并将于今日进行复查，如果仍
未整改，餐馆将面临高额罚款。

记者走访发现，泡酒在成都的中
小餐馆中普遍存在，而且多为自制。从
去年10月1日开始，餐饮服务提供者
销售的自制泡酒正式纳入监管。近期，
成都市食药监局向各区市县下发相关
要求，强制要求餐馆自制泡酒标示酒
类生产者名称等关键信息。5日，成都
市食药监局相关负责人称，近期该局
将督察各区市县针对散装食品标签标
识的执法情况。 成都商报记者 王春

餐馆自制泡酒不说清泡的啥要被罚
追踪

北川陈家坝塌方形成堰塞体
当地紧急排危

5日凌晨2时许，北川陈家坝乡太
洪村1、2、3、4组和金鼓村6组交界处
（李家湾）发生塌方，形成总方量约38
万方的堰塞体。当地政府已紧急转移
上下游群众61户123人。现场国土、水
利专家介绍，河道一小时水流一万方，
而塌方体较松，河道狭窄，需要及时泄
洪。目前，在专家指导下，当地交通部
门、武警交通第一总队三支队官兵正
在开挖泄洪槽。

5日中午，记者在现场看到，塌方
山体已光溜溜一片，大量塌方体堆积
如山，堵塞了山下的河道。塌方体下游
河道已经没有流水，而上游河水已深
不见底，整个河道比较狭窄。同时，现
场还能听到滑坡的“刷刷刷”声。

武警交通第一总队三支队先遣官
兵已到现场。现场负责人表示，待设备
从绵阳运达现场后，将进行24小时作
业，开挖泄洪槽。当地政府部门已安排
人员对塌方山体周边进行监测，如发
现可能塌方的山体，将进行及时排危
处理。 成都商报记者 汤小均

记者昨日获悉，8月24日，经高新
区人民检察院批准，成都市公安局高
新分局正式将犯罪嫌疑人陈某以涉嫌
盗掘古墓葬罪执行逮捕。至此，以成都
市公安局高新分局中和派出所为主，
成都市文物保护与考古处指导，成都
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一支队协同
查办的墓群被盗案成功告破。

涉案墓地共发现岩坑墓77座、崖
墓 21 座，其中岩坑墓时代为西汉时
期，基本未被盗扰，是一处西汉时期的
家族墓地；崖墓时代为东汉、六朝时
期。7 月 26 日 16 时许，陈某潜入魏家
大山墓群考古发掘现场，当其盗掘得
手准备逃离时，被现场工作人员挡获
并报警。中和派出所和成都市文化市
场综合执法总队办案人员随即赶赴现
场进行检查勘验。经鉴定，陈某盗掘、
破坏的 2 座墓葬均为汉代古墓葬，20
件涉案物品的时代为东汉。陈某在盗
窃时对墓葬进行了翻扰，导致部分文
物无法修复甚至遗失，其行为已涉嫌
构成盗掘古墓葬罪。

成都商报记者 谢礼恒

出土于汉代墓群的陶马

那曲虫草

“怪物史莱克”中的贫嘴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