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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落实省市关于加快发展
音乐产业的工作部署，打造成都“音乐
之都·诗歌之城”的城市特质，推进成
都音乐产业发展和文化消费，助力世
界文化名城建设，今日，由成都市文化
广电新闻出版局主办，成都艺术剧院
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2016首届成都
国际音乐诗歌季——成都·翁布里亚
爵士音乐周将在东郊记忆开幕。

据了解，成都·翁布里亚爵士音

乐周将一直持续到23日。来自意大
利翁布里亚爵士音乐节的艺术家将
在成都举办主题演出、街头表演和
高校艺术交流三项重要活动。据记
者从主办方获悉，在演出期间，8组
不同音乐风格的国外音乐人及乐队
将参与演出，演出场次达62场。

今日下午，一场盛大的爵士乐表
演将在东郊记忆成都舞台拾得雨林举
行，让蓉城观众足不出户感悟世界顶
级爵士乐的魅力。而成都·翁布里亚爵
士音乐周的序幕，则在今晚7点半拉
开。来自国外的爵士乐表演艺术家将
深入天府广场、西村、宽窄巷子、南郊

公园、大悦城、春熙路、成都国际文化
艺术中心等地举行街头宣传表演，把
真正的爵士乐表演带给普通大众。此
外，在蓉期间，爵士乐表演队伍还将到
四川音乐学院和四川师范大学，与中
国音乐学者、学生进行艺术交流。

翁布里亚爵士音乐节是世界上
最重要的爵士音乐节之一，是意大
利当代文化品牌，享有“欧洲第一”

“世界第二”的美誉。自 1973 年以
来，每年举行一次，持续时间为一
周，如今已风靡全球。2011年11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每年的 4
月 30 日为“国际爵士乐日”。目前，

翁布里亚爵士音乐节已在北京、上
海、青岛和广州分别举行了爵士音
乐会 。此次成都爵士音乐周是国内
爵士音乐的最集中和最大规模展
示。为了展示最佳效果，翁布里亚爵
士音乐节特派出 66 人超强演出团
队。“在国内其他城市的演出，演员
都是以嘉宾形式出场，如此大规模
组合集中演出，这在国内还是首
次。”主办方相关负责人介绍。

“举办高品质的音乐诗歌季，在
激发大众音乐爱好和文化消费的同
时，营造出推动音乐产业和文创产业
加快发展的良好营商环境，必将引起

国内外艺术家、歌唱家以及音乐创作
人、制作人、经纪人和音乐企业的关
注。目前，多家国际和国内的领军音
乐企业已在积极对接落地成都发展
事宜，也将有力推动成都音乐产业和
文创产业向成都聚集、孵化方向发
展。”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此次音乐周为大型公益性演
出活动。届时，成都市民及广大音
乐爱好者可直接到东郊记忆主会
场免费领取入场券，亲临现场来感
受 这 场 难 得 的 世 界 一 流 音 乐 盛
宴。 成都商报记者 任宏伟 实
习生 梁慧琦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
票全国联销“排列3和
排列5”第16284期 排
列3中奖号码：467，全

国中奖注数 7371 注，每注奖额
1040元；排列5中奖号码：46702，
全国中奖注数10注，每注奖额10
万元。●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
第 16122 期开奖结果：前区 01、
03、12、14、29 后区 02、06。一等奖
0注，每注奖金0元，追加0注；二等
奖39注，每注奖金229813元，追加
12注，每注奖金137887元。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
票四川联销“3D”第
2016284期开奖结果：

143，单选 540 注，单注奖金 1040
元，组选3，0注，单注奖金346元，
组选6，2119注，单注奖金173元。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
“七乐彩”第 2016122 期开奖结
果：基本号码：17、01、14、21、19、
16、09，特别号码：13。一等奖 0
注，单注奖金0元，二等奖5注，单
注奖金 61213 元。奖池累计金额
4176721元。（备注：以上信息以开
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兑彩票

今日
尾号
限行 2 7

成都市区空气质量预报

今日良至轻度污染
AQI指数：73-103

温馨提示:某些污染物可能
对极少数异常敏感人群健康有较
弱影响，异常敏感人群减少户外
活动。（据四川省气象台、成都市
环保局官网）

成都 今日 小雨
16.5℃～24.2℃ 南风1～2级
明日 阴
17.3℃～23℃ 南风1～2级

殴打护士 男子被行政拘留

成都商报讯（记者 于遵素）16日
下午，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急诊科护
士小郑在为患儿输液扎针时，被患儿家
属突然在胸口猛击一拳，随后双方发生
冲突，小郑出现血压增高、头晕想吐等
不适症状。目前，打人者已被警方行政
拘留5天。

在事发时的监控视频上记者看
到，16日18时16分，小郑正在急诊输
液台为患儿扎针并用胶带固定住留置
针，站在输液台外的一男一女两名家
属正扶着孩子。18 时 18 分，小郑仍埋
头工作，男性家属稍稍抬头说了什么，
随后突然挥动左手猛地朝小郑胸口打
去，被打的小郑往后退了好几步，愣了
一下，然后朝男性家属反击了一下。

联袂首届成都国际音乐诗歌季
成都·翁布里亚爵士音乐周今日开幕

江口沉银案已有25人被判刑

21名缓刑者
8人已回社区矫正学文物法

面对“张献忠宝藏”的巨大诱惑，
村民们逐渐狂热，甚至组建起了盗宝
团伙，买来船只、潜水服等组团盗宝。
2015年起，眉山市彭山区江口镇双江
村十多名村民陆续被带走，江口深夜
的河面，才逐渐回归平静。

为了宝藏，村民们究竟干出了哪
些疯狂的盗掘行为？连日来，成都商
报数次深入双江村，独家对话多名犯
罪嫌疑人，还原这个位于江口沉银遗
址处村庄的“财富梦”的兴起、疯狂至
平静。

此外，10月17日，成都商报记者
梳理从法院系统拿到的多份判决书后
发现，江口沉银盗掘系列案中，已有
25人被判刑，涉盗掘古文化遗址和倒
卖文物等四项罪名，其中21人缓刑。

这些被判刑的人中，至少有三对
父子一起参与盗掘，甚至还有一家五
口组团盗掘。在 25 人中，江口沉银遗
址处的彭山区江口镇人占了将近一
半，共有11人，其中8人被判缓刑。自
8月起他们陆续回家后，在正经务工、
开始新生活的同时，还要每月到社区
做公益，学习《刑法》《文物法》等。 根据警方调查，盗掘张献忠沉银

案涉及多个团伙。表面上看，盗掘团
伙安守各自区域，实际上团伙内部也
充斥着尔虞我诈。为了不被算计，有
不少父子和翁婿等组团盗掘，其中至
少三对父子组团盗掘。

今年52岁的徐某某是彭山本
地人，他和王某等四人组建了盗掘
团伙。王某等人觉得既不能下水又
不会开船的徐某某在团伙中一无
是处，挖宝时开始有意避开他，背
着他在江里挖宝。争吵之后，徐某
某和王某等人分道扬镳。

不甘心的徐某某叫上了自己的
儿子徐某一起去成都学习潜水，并
购买了潜水设备，之后，徐某某父子
和另外两人又组成了一个团伙。徐

某某父子轮流下水。
徐某某表示，让其子加入挖宝

是因为儿子没有工作，轮流下水是
因为人手不够。而同样从事过盗挖
的小余则表示，那是因为徐某某对
别人不信任，所以和儿子轮流下水。

除了徐某某父子，成都商报记
者查阅判决书发现，在25名被宣判
的犯罪嫌疑人中，至少还有两对这
样的父子组合。

汪海的家，正是在江口镇双江
村，几间低矮的青瓦房，距离江口沉
银遗址直线距离不过五百米。许多
晚上，他在家就能看见江面上正在
盗掘的船只，时间一长，他就忍不住
动了心。一开始，他的盗掘团伙里只
有自己和两名妻弟刘达、刘而。

起初，汪海和刘达、刘而各投了
3万元左右。几天后，团队里又加入
了刘达、刘而的儿子小刘、刘某两
人。虽然干的是违法的勾当，但几人
竟将盗宝当成了正儿八经的“生
意”：刘达、刘而兄弟两家四人，占四
股，汪海等人占剩下的“股份”。

为了挖宝，各“股东”根据占股
比例投资购买了氧气瓶、潜水衣等。

在盗挖过程中，除了年过六旬的汪
海，几人轮流下水，团伙先后挖到西
王赏功钱币、碎银和银锭等物品，全
部卖给了他人，每人分了七万余元。

“祖辈们老老实实，一辈子安
分守己，如今我们一家五口却都干
这种见不得人的事，咋个对得起祖
先哦。”如今，汪海和两个妻弟都悔
恨不已。

追回文物中，“虎钮永昌大元帅
金印”尤为引人注目。这枚国家一级文
物以800万元卖出，这枚金印能平安
归来，凝聚着眉山警方大量心血。

摸排到某盗掘团伙曾盗挖到
张献忠 1 枚金印的信息后，专案组
立即加大对该团伙的审讯力度。进
而掌握了该团伙 2013 年清明节的
一天晚上在江口镇对面的岷江河
道内盗挖到1枚金老虎，3天后在同
一位置又盗挖到 1 枚金印，后该枚
金老虎印以800万的价格卖给了彭
山某文物商人的线索。经进一步侦
查，发现该金老虎印几经转手后流
向西北某省商人鲜玉昆。了解到鲜
玉昆系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专
案组随即派出工作组到西北某省
开展工作。

在公安部、西北某省公安厅和当
地公安机关大力协调下，2015年10
月，专案组与鲜玉昆进行了正面接
触。经过十余天较量，鲜玉昆承认与
成都某商人有过文物交易，但否认与
其有过金老虎印、金银册等涉及彭山
的文物交易。追赃工作陷入僵局。

专案组立即对案情进行分析研
判，找到了突破口：根据相关证据佐
证，鲜玉昆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

专案民警遂赶赴西北某省，开展了
大量艰苦细致和卓有成效的工作。
2015 年 11 月 30 日，专案组副组长
刘长林、郭益不畏辛劳，再次带队前
往西北，多方协调和做工作，采取依
法向鲜玉昆口头和书面传唤等法律
措施对其施压。同时，在公安部、西
北某省公安厅和当地公安机关的大
力协助下，积极做鲜玉昆及其家属
工作，宣传相关法律法规和文物保
护政策，营造风雨欲来之势。

2016 年 4 月初，鲜玉昆迫于压
力主动与专案组联系，表示愿意将
其购买的涉及彭山的文物上交给公
安机关。最终，专案组“四进四出西
北”，于4月21日成功从鲜玉昆处收
缴文物102件。经鉴定，一级文物4
件（其中“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为
国宝级），二级文物15件，三级文物
30件，一般文物53件。

眉山警方表示，追回文物当中，
最为珍贵的为“虎钮永昌大元帅金
印”和“长沙府天启元年伍拾两金
锭”，这两件文物均为国宝级的一级
文物。“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铸造于
1643年农历11月，是张献忠沉船文
物中的核心文物，对考证沉船文物性
质极为关键。 （文中嫌疑人系化名）

江口沉银

经过眉山市、彭山区两级公安机
关 两 年 多 奋 战 ，公 安 部 督 办 的

“2014·5·1”特大盗掘倒卖文物案成功
告破。此案是2016年全国破获的最大
文物案。

10月17日，成都商报记者从眉山
市彭山区检察院获悉，从去年 5 月开
始，该院侦监科主动提前介入该重大
案件，引导公安机关侦查活动，同时对
侦查活动进行法律监督。截至目前，警
方移交该院的19件相关案件（52人），
已经全部移交给彭山区法院起诉。

据四川法院系统消息，由于该案
系多个团伙作案，涉案人员众多，多名
法官加班加点开展相关审判工作，目
前 19 件案件中有 8 件（25 人）已经宣
判，主要涉及盗掘古文化遗址和倒卖
文物等四项罪名，其中21人被判缓刑
（名单详见附表）。

在已被宣判的25人中，江口沉银
遗址处的彭山区江口镇人就占了将近
一半，共有11人，8人被判缓刑，其中
就有汪海等人。

8月起，汪海等人陆续回家后，在
就近的工地等选择务工、开始新生活
的同时，他们还每月到社区做公益，学
习《刑法》《文物法》等。

根据江口镇政府信息显示，2016
年8 月以来，江口镇组织社区服刑人
员进行了多次学习，强调了社区矫正
的各项纪律，言行举止必须规范，积极
参与所在村上安排的公益劳动。为每
名社区服刑人员发放了《以案说法》读
本，并组织社区服刑人员学习了《刑
法》摘录，让每名社区服刑人员抄写一
遍再将原件带回家继续学习。此外，还
组织学习了《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四
川省社区矫正实施细则》《文物法》等。

最后，眉州监狱的心理咨询师，
给社区服刑人员上了关于性格的课
程，帮助社区服刑人员积极改造自
己，改正自己人格上的缺点，积极争
取重返社会。

19起案件全移交法院
25人被宣判21人缓刑

社 区 矫 正

学《刑法》《文物法》
上心理课程

三对父子齐上阵 一家五口分“股份”

四进四出西北 追回国宝级帅印

追赃
故事

成都推出全国首个
涉外警务同步翻译系统

成都商报讯（记者 颜雪）成都市公
安局出入境管理局联合第三方公司正
式推出了全国首个涉外警务同步翻译
系统。即日起，外籍人士在成都市公安
局出入境管理局内就可以看到此系统。
该系统分为视频同步翻译机和线上翻
译APP两种模式。软件开发方相关人员
介绍，该软件可提前预约，“一般设定为
30秒内就会有专业人士‘接单’，主要翻
译人员是自由职业口译员，以及兼职口
译员，人数共计5000人”。

眉山警方追缴回来的叼着鱼的青铜鸟 蒋麟 摄

江口沉银案件部分被判缓刑者在社区学法 江口镇供图

“伊藤撞人案”开庭
被控危害公共安全

近日，因驾车撞人视频在网络流
传而备受关注的“伊藤撞人案”公开开
庭审理，成都市武侯区检察院出庭公
诉被告人时某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
安全、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今年 1 月，微博和微信朋友圈广
泛流传一段视频：一辆比亚迪F0轿车
不顾交警的拦截，在成都市武侯区二
环路西一段“伊藤洋华堂”门口非机动
车道逆行，冲撞行人、电动车和汽车。
该案案发于市繁华商圈且造成严重后
果，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关注。

该案移送审查起诉至武侯区检察
院公诉科后，公诉科干警高度重视，经
过退侦补充证据，认真审查后以危险
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掩饰、隐瞒犯罪
所得罪对被告人时某某提起公诉。收
到开庭通知后，公诉科精心筹划，以开
庭为契机，以庭审为平台对本案事实
抽丝剥茧，澄清谣言，厘清真相，引导
舆论，向社会如实传递本案查清的案
件事实：时某某购买他人盗窃的赃车
后，为逃避交警检查，驾车在繁华闹市
逆向行驶撞击行人、电动车和汽车。

本案经开庭审理后，将择日宣判。
检察官就此案对广大群众进行提醒：
购买二手车辆，应审查车辆相关证照
并依法办理过户登记手续。购买赃车
一旦被查缉，不仅车辆应被扣押后归
还车主，购车者还可能涉嫌掩饰、隐瞒
犯罪所得罪。 成都商报记者 王英占

25人判决信息
姓 名 罪名 刑期

夏某某 倒卖文物罪 判三年缓四年
罗 某 盗掘古文化遗址罪 判三年缓四年
王 某 盗掘古文化遗址罪 有期徒刑三年
汪 海 盗掘古文化遗址罪 判两年六个月缓三年
刘 达 盗掘古文化遗址罪 判二年缓三年
刘 而 盗掘古文化遗址罪 判二年缓三年
小 刘 盗掘古文化遗址罪 判一年缓二年
刘 某 盗掘古文化遗址罪 判一年缓二年
帅某某 盗掘古文化遗址罪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
郭某甲 盗掘古文化遗址罪 判三年缓四年
黄某某 盗掘古文化遗址罪 判两年六个月缓三年
帅 某 盗掘古文化遗址罪

故意伤害罪 有期徒刑三年一个月
干 某 盗掘古文化遗址罪 判三年缓三年六个月
周某某 盗掘古文化遗址罪 判三年缓三年六个月
余 某 盗掘古文化遗址罪 判三年缓三年六个月
兰某某 盗掘古文化遗址罪 判二年六个月缓三年
刘 某 盗掘古文化遗址罪 判二年缓三年
张某某 盗掘古文化遗址罪 判一年六个月缓二年
钟 某 盗掘古文化遗址罪 判一年六个月缓二年
陈 某 盗掘古文化遗址罪 判三年缓四年
徐某某 盗掘古文化遗址罪

倒卖文物罪 有期徒刑七年
徐 某 盗掘古文化遗址罪 判三年缓四年
谢某甲 盗掘古文化遗址罪

倒卖文物罪 判二年六个月缓三年
郭某乙 盗掘古文化遗址罪 判一年缓一年六个月
谢某乙 盗掘古文化遗址罪 判一年缓一年六个月

成都商报记者 王英占 蒋麟 顾爱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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