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日，自称“制止侵害反被
刑拘”的小伙赵宇（左图），引发
社会广泛关注。昨日，福州市晋
安区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赵宇被拘留后，该院确曾
接到公安机关开具的提请批
准逮捕书，但已在规定期限内
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当
事人赵宇也于1月被释放。

此前，赵宇称，2018年12
月26日深夜，他在家中陪妻子
待产，听到一名女邻居呼喊

“强奸、救命”，下楼查看见一男子正在对其施暴，感觉“那个
女孩快被掐死了”，便上前制止暴行。在此过程中，为脱离施
暴者的钳制，他踩了被撂倒在地的对方一脚，致其内脏受
损。由于该男子报案，赵宇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拘留14天。

另一当事人，即赵宇口中的“施暴者”则否认了“强奸”
情节。他表示，当晚曾与该名女子喝酒、唱歌，后来在她家门
前起了冲突，被赶来的赵宇“踢爆大肠”。经勘验，已达二级
伤残，花了5万多元才康复。

昨日上午，福州市公安局方面告诉记者，相关工作人员在
获悉此事后便介入了解，将尽快公布调查结果。据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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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游客马达加斯加被拘押

18日，赵宇在出租房里向记者表
示，希望法律能给他一个公正的结果。

记者：事发当晚你听到了什么？整
个过程中发生了什么？

赵宇：2018年12月26日晚上11点左
右，我正和怀孕的妻子在家里聊天，突
然听到楼下先是传出踹门声，后来又听
到有人喊“救命啊，强奸了。”我赶紧跑
下楼，发现声音是从4楼一间公寓传来
的。屋里，一名满身酒气的男子正掐着
一名女孩的脖子，右手还举着拳头。女
孩脖子和脸已经发紫，额头上还有两个
大包。我就冲了进去，拽开施暴男子，事
后才知道他叫李桦（化名）。李桦起来
后，冲着我胸口和额头各打了一拳，然
后我就把他撂倒在地。当时李桦死死掰
着我的3个手指，差一点就掰成直角。被
施暴的女孩小邹拽住了我的胳膊，她应

该是想拉架吧。我腾不开手，只能踹了李
桦一脚脱身。当时感觉他没什么事情。

谁知道，李桦当场就拿出手机，扬
言要“弄死我”。我抓起手边的凳子想
砸他，但被赶来的妻子和小邹拉住。此
前小邹的闺蜜因害怕报了警。当晚，辖
区派出所民警将小邹、李桦和小邹的
闺蜜带回派出所做笔录。民警当时没
让我一起过去，我以为这事就过去了。

记者：从救人到被抓，你想得通吗？
赵宇：我想不通。我明明是去救人

的，为什么反成了故意伤害呢？1月10
日取保候审当天，我曾在警方要求下
与李桦沟通，但并不顺畅。据我所知，
他自称大肠破裂，鉴定为二级伤残，后
面3年都不能工作，一直要求我赔偿。

记者：现在这个事情广受关注，你
有什么想法？后续还会采取哪些措施？

赵宇：现在公安机关没有给出明
确说法。我可能无罪，也可能要面临承
担刑事责任和巨额赔偿。我希望法律
能给出公平的结果，还我清白。我相信
法律，法律是公正的。我不希望因为我
有污点影响孩子今后的生活。更主要
的是，我始终认为自己是见义勇为，不
应该被定性为故意伤害。据我所知，检
察机关对我做出了不批捕决定。我也
申请了法律援助。如果后期需要开庭
审理，律师会为我做无罪辩护，并申请
国家赔偿。

记者：今后遇到类似事情，还会出
手相助吗？

赵宇：作为一名退伍军人，下次遇
到这样的事情，我还是会出手的。但我
会更注重分寸。不过，遇到危急情况，我
第一时间肯定还是救人。 据上游新闻

将更多救命救急的好药纳入医保

我国将开展
新一轮医保目录调整

国家医疗保障局医药服务管理司
司长熊先军19日在国新办举行的国务
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2019年，我
国将开展新一轮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
作，将更多救命救急的好药纳入医保，
通过准入谈判、以量换价，降低抗癌药
价格。

熊先军表示，将以切实保障参保
人员基本医疗权益为目标，以提升医
保基金使用效率为核心，做好临床需
求和医保基金承受能力之间的平衡，
将更多符合条件的救命救急的好药按
照规定的程序纳入医保药品目录，不
断提升基本医疗保障的水平。

经组织专家按程序与部分抗癌药
企业谈判，我国于2018年10月将17种
抗癌药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
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17年
版）》乙类范围，医保支付标准较零售
价平均降幅达56.7%。

为破除谈判抗癌药“进院难”“开
药难”等障碍，国家医保局会同人社
部、卫生健康委发文要求各地不得以
费用总控、“药占比”等为由影响谈判
抗癌药供应和使用；2018年合理使用
谈判抗癌药的费用不纳入当年的医保
总控范围，按规定单独核算保障；在制
定2019年医保总额控制指标时，统筹
考虑谈判抗癌药合理使用的因素。

据新华社

刘鹤应邀赴美举行第七轮
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

应美方邀请，习近平主席特使、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
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将访
问华盛顿，于2月21日至22日同美国贸
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努钦举
行第七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

据新华社

涉嫌私带变色龙等动物出境涉嫌私带变色龙等动物出境
确有中国游客
在马达加斯加被拘押1

检方回应：
已在规定期限内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

福州警方：相关工作人员获悉此事后便介入了解，将尽快公布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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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16州状告白宫
“造墙”博弈再升级

美国16个州18日联合提起诉讼，
指控总统特朗普通过宣布“国家紧急
状态”以绕过国会筹集经费建造边境
隔离墙的做法违反宪法，要求法院予
以“叫停”。

尽管特朗普宣布“国家紧急状态”
后赶上“总统日”小长假，但这一决定已
在政界、司法界激起强烈反弹，美国政
坛节后将围绕“造墙”展开新一轮博弈。

16州政府当天向设在旧金山市的
加利福尼亚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交
诉状，指认特朗普宣布“国家紧急状
态”为无视美国宪法基本分权原则，且
无权在未经国会批准情况下，把划拨
给禁毒、军事建设和执法行动的联邦
资金转用于修建隔离墙。

作为原告代表，加州总检察长泽
维尔·贝塞拉说，起诉旨在阻止特朗普

“窃取国会分配给美国民众和各州政
府的拨款”。18日，包括首都华盛顿在
内的美国多座城市爆发示威，人们抗
议特朗普宣布“国家紧急状态”。

特朗普15日签署一份由国会共
和、民主两党共同制定的拨款法案，其
中仅批准不到14亿美元用于在美墨边
境指定地区新修约90公里“隔离物”，
远低于特朗普要求的57亿美元拨款额
以及超过300公里的“边境墙”长度。

特朗普当天动用行政权力宣布美
国南部边境出现“国家紧急状态”，理
由是毒品走私和非法越境泛滥，威胁
边境安全。此后，美国民权联盟等组织
已陆续宣布将对此发起诉讼。

据新华社

美朝考虑互设联络处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
道，美国和朝鲜正在“认真考虑”互派
联络官员、继而互设相当于“准大使
馆”的联络办事处，以实现双方领导人
首次会晤时所提建立“新关系”目标。

有线电视新闻网18日以两名高级
别外交人士为消息源报道，美朝已经讨
论互派联络处主任。就美方而言，如果
谈判顺利，一名会说朝鲜语的外交官将
率领几名官员前往朝鲜首都平壤设立联
络处。美国国务院拒绝回应这一报道。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与朝鲜
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去年6月在新加坡
会晤并签署联合声明，就“建立新的朝
美关系”以及“构建朝鲜半岛持久稳定
和平机制”达成一致。有线电视新闻网
解读，互派联络官员将是建立外交关
系的第一步。

美国媒体报道美朝谈互设联络
处，正值双方筹备美朝领导人越南会
晤之时。日本共同社报道，朝鲜国务委
员会对美特别代表金赫澈19日前往越
南首都河内，为朝美领导人会晤具体
议程“打前站”。他将“对接”美国国务
院对朝政策特别代表斯蒂芬·比根。

国际媒体推测，与朝美领导人首
次会晤一样，越南会晤的筹备阶段将
单独讨论礼宾事宜和会晤议题。

据新华社

赵宇：下次还会出手相助，但会注意分寸

近日，微博上
的一篇曝料博文引
发了众多网友关
注。账号为“带娃探
世界”的网友，以
“快救救我的妈妈”
为题，称有中国家
长孩子在马达加斯
加偷猎野生动物被
警方逮捕。文中声
称，与其孩子同校
的家长，今年寒假
跟随号称“中国科
学院昆虫专家”的
马啸堃和武艺去了
马达加斯加。马啸
堃和武艺两人在活
动中多次引诱指导
家长和孩子偷猎野
生动物，并指示其
偷运回国。

文章指控称，
这两名“专家”在完
全无知的妈妈包里
放入活体变色龙，
试图蒙混过关带回
国内，结果在马国
机场当场被警方抓
获并已被收押。文
章里还贴出了马啸
堃和武艺带队的家
长及学生游玩合影
照，控诉他们作为
活动主办方，给家
长及孩子带来了极
大风险。此外，该网
友还表示，此事已
被马达加斯加媒体
曝光。

事情真相究竟
如何？昨日，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记者就
此采访了多方人士。

涉嫌走私

变色龙

对对
话话>>

网友“带娃探世界”在曝料博文中贴出了马达加斯加
的新闻报道中出现的两张现场图片，一张为一群官员围在
一张桌子前，另外一张则声称为查获的“避役”（变色龙的
学名）和蜥蜴等国际保护动物。

顺着这两张图片，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找到了它
们的原始出处——马达加斯加环境森林部。在该部官网首
页上，滚动播报了这则新闻。文章称，事情发生在2019年2
月16日，两名中国人试图非法私带动物出境被捕，马达加
斯加环境森林部部长出现在国际机场现场。

文中表示，被试图走私的物种有3种：变色龙、蜥蜴和
蜈蚣。目前，涉事人员已被逮捕并接受调查。该国环境森林
部部长亚历山大·若尔热表示，违法人员将受到相关制裁。
他同时强调，机场安检将进一步加强，杜绝类似事件再次
发生。

昨日下午3时，中国驻马达加斯加大使馆工作人员也
就此向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证实，的确有中国游客在
马达加斯加因为涉嫌私带变色龙等违禁物品出境，而被马
国警方拘押。

该名工作人员表示，“使馆已经跟马达加斯加相关政
府部门交涉，要求依法公正处理这个案子。此案已进入司
法程序，正在司法审查中。”

他说，针对此事，中国驻马达加斯加大使馆已于2月18
日在官方网站上发布《提醒中国游客离马达加斯加不要携
带违禁物品》相关消息。

文中写道，“日前，有中国来马游客涉嫌私带变色龙等
违禁物品出境被马警方拘押，中国驻马达加斯加使馆对此
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向马有关部门了解情况并进行交涉，
敦促马方依法妥善处理相关事件，保障中国涉案公民正当
合法权益。”

“中国大使馆再次提醒中国侨胞、游客遵守马达加斯
加有关法律法规，不违规携带违禁物品，以免给出行造成
不便。”

但关于该案中，是否为带队老师故意诱导家长，“专
家”身份的真伪等信息，工作人员未作出回应。

曝料文发布后，有自称当事家长之一的
网友在留言中驳斥称事实并非如此，他在留
言中表示：“马老师带东西确实是真的，但家
长行李箱里不是变色龙，而是一只马岛日行
守宫（注：壁虎的一种），孩子自愿让家长带
的，领队没有强迫，也没有教孩子走私。”成
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昨日试图联系该网
友进行采访，但未得到回应。

关于当天的情况，马达加斯加当地华侨
苏女士告诉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2月
17日，自己突然接到了一位海关请的翻译的
电话，称有2名中国人因走私动物被逮捕，现
在也不知道怎么办，希望她能过去帮助他
们。于是，自己立刻急匆匆带着一个顾问赶
往机场。

“机场工作人员和警察的说法是，他们
收到了森林部的电话，说有人投诉他们（被
捕二人）行李有带动物，然后搜查出了一只
变色龙和一只壁虎。他们发现事情比想象中
严重。”苏女士透露，自己帮助他们请了律
师，并协助与大使馆人员进行沟通。同时，她
否认了网上传言的好几位家长被捕，称被拘
留的是马先生（前文提到的马啸堃）和另一
名女性，其余17人则顺利出关登机。

据中国青年网报道，马啸堃于2012年成
立了首家以昆虫为主题的工作室——玛阿

特昆虫工作室。主营国外昆虫饲养繁殖及周
边产品销售，并推出了最早的互动型昆虫科
普课程。同时，他还是国内首家昆虫科普博
物馆——自然年轮昆虫博物馆的创始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根据企业信
息查询到，马啸堃为玛阿特的羽毛（北京）文
化有限公司企业法人代表。昨日，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记者来到了玛阿特昆虫工作
室在其微博上公布的地址：海淀区新官园花
鸟市场A区253，该店已成为水族用品店。附
近商铺老板证实，马啸堃的店已搬走很长时
间。记者多次拨打马啸堃电话，但始终关机。

据中国青年网报道，马啸堃作为中科院
科学教育联盟成员专家，有着多年科普讲座
及带队野外考察经验。然而，在网友曝料博
文发布后，一名中科院研究所工作人员昨日
在微博怒斥：“马啸堃冒充中科院专家，让中
科院背了黑锅。”随后，这段微博被中科院官
微“中科院之声”转发。

苏女士告诉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原本，此案2月18日就要开庭审理，但迟迟没
有排上时间，目前还在进一步沟通与调查
中。根据当地华人媒体《中马商报》报道，按
马达加斯加2015-2018年新的法律规定，此
类案件可能会被判处十年重刑并罚款两个
亿阿里亚里（约合人民币38万）。

刘凡是一位在马达加斯加从事旅游行
业15年的资深旅游达人。他向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坦言，此事早已在当地华人中闹
得沸沸扬扬。

“从上周六（16日）开始，一些线上媒体便
开始报道，18日当地主流媒体也纷纷报道。”
刘凡称，相比往年春节，今年来马达加斯加旅
游的中国游客增长了不少。“然而在春节假期
结束之际，突然出现这样的事情，对在当地生
活的中国人来说感觉挺不光彩。”

不过，针对网友曝料博文中“马国机场，
中国人都必须要开包检查”的说法，刘凡表
达了不同意见。“翻包检查之事，并不是只针
对中国人。对马国本地人、非洲人、欧洲人，
也有这种情况出现。”刘凡称，马国海关在通
过扫描发现乘客有可疑物品时都会进行相
关检查。

刘凡介绍，马达加斯加生活着大量珍稀
野生动物、濒危动物，以及珍惜木材，比如红
木，也保留着许多原始及独特的生态，比如

石林。因为美丽与稀有，让走私者更加觉得
有价值。

“比如马达加斯加的陆龟，是国际走私
动物团伙非常青睐的一种物种。因为它既
是濒危动物，又是马国独有，具有很高价
值，因此造成了这一现象。”刘凡称，近几年
经常有陆龟的走私大案被查出，走私行为
也不只是中国人参与。但这次事件的曝出，
令马国人再次掀起对非法走私珍稀动物的
关注。“尽管此次事件并非大规模团伙作
案，他们可能是出于个人爱好，但性质上是
差不多的。”

“能够近距离地接触这些物种，就是马
达加斯加旅游的卖点所在。”刘凡称，但如果
想非法带出境，这就是非常不可取的做法
了。刘凡称，近些年来他们也经常接到亲子
团、夏令营之类的游学旅游团体。他认为，此
事也在提醒人们，“虽然鼓励小朋友们到国
外旅游做出各种尝试，但需要让小朋友们学
到的是，这并不代表着他们能够为所欲为。”

当地华侨当地华侨：：22人被捕人被捕，，1717人顺利登机人顺利登机
带队马老师被指
冒充“中科院专家”2

当地旅游业从业者当地旅游业从业者：：
马达加斯加珍稀动物
常遭到国际团伙走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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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达加斯加环境森林部官网
贴出的此次被走私的动物

马达加斯加环境森林部官网对此事的报道马达加斯加环境森林部官网对此事的报道

网友曝料博文中贴出的此次旅行团的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