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汉洞”石像栩栩如生
无人知其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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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岁的卢卷利在自贡城区居
住20多年，逢年过节时会回老家
探亲访友。他的老家在自贡市沿
滩区仙市镇蕉湾村，距自贡城区
约半小时车程。

“以前，老家的山上有一座寺
庙，叫岩霖寺，不过几十年前就已经
没有了。”卢卷利回忆，他研究族谱发
现，岩霖寺之前的名字叫做卢霖寺，
是家族先辈建造，后更名为岩霖寺。

卢卷利从小就听说后山腰处有

一个“罗汉洞”，但杂草丛生、人迹罕
至。今年清明节期间，他回老家上坟，
突发奇想，特意去探访了村里老人
们经常提及但鲜有人至的“罗汉洞”。

“看到里面的石刻，我当场就
惊呆了。”卢卷利称，这里雕刻着
精美的石像和龛台，虽然风化现
象比较严重，但每尊石像都雕刻
得惟妙惟肖、栩栩如生。

岩霖寺原址在山顶，“罗汉
洞”位置在山腰，二者的直线距离

不到100米。因此，卢卷利认为，
“罗汉洞”应该也是与岩霖寺同一
时期，甚至更早时期建造。

卢卷利出示的族谱书上也明
确有“岩霖寺”的字样显示，他认
为，书上提及的岩霖寺便是老家
山上的岩霖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在采
访中发现，当地很多四五十岁的村
民都知道岩霖寺和“罗汉洞”，但亲
身前往探访过的却很少。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3D”第
2019255期开奖结果：263。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双色球”
第2019110期开奖结果：红色球号码：28 26
18 22 01 27 蓝色球号码：08

福彩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9255期开奖结果：

272，直选：6246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3：4695
注，每注奖金346元。（18188756.75元奖金滚入下
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9255期开奖结果：
27226，一 等 奖 24 注 ，每 注 奖 金 10 万 元 。
（324626242.08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11月18日)

兑彩票

救助/
怀揣母亲遗愿
两花甲老人洪雅寻亲

“在上世纪40年代初期，二
伯一家外出谋生，至此与家人失
去联系。2001年，母亲在弥留之
际多次说一句话：一定要找到二
伯一家人。我们想完成母亲的遗
愿……”

9月16日，眉山市洪雅县公安
局余坪派出所来了两位白发老
人，民警上前询问，原来是从资阳
市乐至县而来的江登明、江登松
两兄弟，两兄弟都已年过七旬，此
行，是想寻找到失散70余年的二
伯江和平一家。

这场半个多世纪的寻找，只
有一个模糊的地址和名字：余坪，
江和平。

失联时间太长，且江和平老
人生前留下的关于信息也不详
细。“母亲在世时，一直心心念念
着她的亲人，如今母亲不在了，我
想找到亲人，完成母亲的遗愿。”

寻亲/
民警查档又走访
终于找到老人亲人

民警唐国荣说，年代久远，时
过境迁，物是人非，此外，现在的地
名包括街道、社区已更改多次，江
登明母亲提供的信息是否准确？最
重要的是，江登明也不确定要找的
亲人是不是江和平这个名字。

民警接到求助后，通过户籍
系统中查询余坪辖区名叫江和平
的人，又通过走访同村老人和调
取原始档案，终于联系到江和平
的孙子江和友。

“你们家是不是从乐至搬迁
过来的？”“是的。”

听到民警拨通的电话里江和
友不断确认信息，江登明兄弟俩
一下子就站了起来：肯定是他，肯
定是他们。

“谢谢民警同志，终于找到家
人了！我们马上回家带长辈过来
与二伯一家团聚。”电话那头，江
和友同样是兴奋异常，连声致谢。

约定
祖辈们念叨的故乡
春节一定要回去

其实，接到民警电话时，一开
始，江和友还有点不相信，在诸多
信息一一对上后，他终于确认，江
登明、江登松就是自己的亲人。

9月16日下午，江和友一到余
坪派出所，双方就基本确认。“走，
回家慢慢摆。”在江和友的邀请下，
江登明、江登松来到了江和友的
家，亲戚们也围了过来。“我们都在
聊江和平生活的乐至县是什么样
子，一连两天，没有聊过重复的内
容。”江登松说，9月18日下午，他和
哥哥才踏上返回乐至的行程。

两位叔叔的出现，也唤起了
江和友的乡愁，他和叔叔们约定
好，今年春节，一定要带着家人，
回到爷爷生活过的故乡。

江和友说，爷爷和父亲生前
心心念念的回乡，自己一定要帮
他们实现。解浩淼 徐雅兵 成都
商报-红星新闻首席记者 蒋麟

最近很多人在捡这种果子
误食严重或会致命

近日有网友@梦子桑 在微博爆料：“我妈摘了很多
银杏果，还吃了不少，然后中毒了，手和烧伤的一样。”

网友@梦子桑 告诉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前阵子，妈妈发现家附近的白果成熟了，果实落了
一地，便摘了不少回家。连续吃了两天后，就中毒
了。经检查，医生判断是食用白果导致的中毒。“当
时妈妈吃了不少，后来她就感到身体不适，有头晕，
也有腹胀，本以为是消化不良，根本没想到会中毒，
手像烧伤的一样。”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中医科主治医师尚鹏鑫
表示，新鲜的银杏果，果皮中含有刺激性毒素，有很
强的致敏性。剥果皮时，入侵皮肤，导致皮肤红肿、
瘙痒、起皮疹，从而引起接触性皮炎。因此，他提醒
大家，千万不要用触碰了银杏果的手，挠身体其他
地方。而一旦出现过敏症状，应马上用冷水冲洗，尽
快到医院就诊。

尚鹏鑫表示，银杏果最好一次只吃10颗以内，
“不能一次吃太多，或长期吃。”尚鹏鑫说，银杏果中
毒的症状，轻者会有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头晕、
头痛等症状，严重的会因中枢神经麻痹导致呼吸困
难、晕厥，肢体麻木瘫痪，甚至死亡。同时，行道树上
的白果不建议食用。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马天帅 李跃

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个偶然的机会，，自贡市民卢先生回农村老家探亲自贡市民卢先生回农村老家探亲，，当他穿越密林和杂草当他穿越密林和杂草，，探访村里老人们经常提及但鲜有人至的探访村里老人们经常提及但鲜有人至的
““罗汉洞罗汉洞””时时，，被里面栩栩如生的石像惊呆了……被里面栩栩如生的石像惊呆了……““罗汉洞罗汉洞””里隐藏着里隐藏着4040余座精美石像余座精美石像，，有的手持绫罗有的手持绫罗，，有的手持琵琶有的手持琵琶，，也有也有
的正襟危坐的正襟危坐。。洞穴的两侧洞穴的两侧，，各有三层石像各有三层石像，，形态各异形态各异，，因为有因为有““十八罗汉十八罗汉””的说法的说法，，故被当地人称为故被当地人称为““罗汉洞罗汉洞”。”。

对于这个对于这个““罗汉洞罗汉洞””的建造年代与来历的建造年代与来历，，卢先生访遍全村却无人知晓卢先生访遍全村却无人知晓。。出于好奇出于好奇，，他对他对““罗汉洞罗汉洞””及石像进行了钻研及石像进行了钻研，，还还
将这一消息发布到网上将这一消息发布到网上，，希望专业人士前来解密希望专业人士前来解密。。

自贡文史专家曹念初步分析认为自贡文史专家曹念初步分析认为，，该该““罗汉洞罗汉洞””可能建于清代道光年间可能建于清代道光年间（（18211821~~18501850），），距今已近距今已近200200年年，，应是当时的运应是当时的运
盐商人或马帮盐商人或马帮、、船帮在运输的途中所建船帮在运输的途中所建，，目的是为了祈求运盐出行平安顺利目的是为了祈求运盐出行平安顺利。。

目前目前，，对于这个对于这个““罗汉洞罗汉洞”，”，当地文管部门得知线索后当地文管部门得知线索后，，已派工作人员前往现场进行考察已派工作人员前往现场进行考察。。

结合中国罗汉洞历史
和当地盐场史

应建于道光年间，
为盐商或马帮祈福所建

自贡文史专家曹念介绍，中国的
“罗汉洞”始建于北魏的佛教石窟寺，
以“18罗汉洞”著名。最早在丝绸之路
上，有绵延5华里的泾河北岸石崖上
凿有窟龛200多个。“罗汉洞”又名“罗
汉洞石窟”，泥塑彩绘浮雕壁塑、壁题
等；设计奇巧，选址险要，结构复杂且
神秘，如“自然”山洞。

自贡地区的“罗汉洞”、罗汉堂
比较多。其中，最著名的是荣县大佛
旁的“罗汉洞”，建于唐朝。目前自贡
有石刻佛像336座，其中332座在荣
县，贡井有千佛崖，其实也属于荣州。

曹念说，卢先生所发现的这个“罗
汉洞”，其实是当地人的俗称。从其中
的石刻像来看，不仅有罗汉像，还有大
量的菩萨像。该“罗汉洞”的历史不会
早于荣县铁山路的佛像时间。因为自
流井盐场开凿于明朝嘉靖年间，清康
熙年（1696年）疏通釜溪河运输，道光
年间（1821-1850年）才在仙市修筑石
板堰闸。这个石刻造型设计与荣县铁
山古道上的石刻造型虽有相似之处，
如果早于铁山路的石刻，应该在史书
上记载。而这里没有见于史书，佛像保
留完好，寺庙的香火在民国时期很兴
隆，证明建庙历史不会太早。

与此同时，根据当地老人口述的
天灯会历史，该“罗汉洞”关于天灯节
记忆传达的意义与自流井区仲权镇、
荣县铁厂镇等地的天灯会碑记一样，
是自贡灯会起源的历史见证。

曹念认为，该“罗汉洞”应是清
代道光年间，当时的运盐商人或马
帮、船帮在运盐途中，为了祈求平安
顺利而建造的。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袁伟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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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罗汉洞”的来历，当地
许多老人都不得而知。85岁的李
婆婆说，在她的记忆里，自己10多
岁的时候，岩霖寺和“罗汉洞”就
已经存在。那时，岩霖寺还比较有
人气。每年元宵节，人们都会到寺

庙点天灯祈福，这也是当地的一
种习俗。

“估计有几百年了，”李婆婆
称，关于“罗汉洞”存在的时间，至
少应该以百年为单位计算。

正是出于对历史文化的好奇

心，卢卷利于近日将“罗汉洞”的
照片和位置发到了网上，希望有
专业人士看到后能来解密。

对于“罗汉洞”的情况，当地
文管部门得知这一线索后，已经
派工作人员前往现场进行考察。

9月17日下午，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在卢卷利的带领下实
地探访了“罗汉洞”。

“罗汉洞”位于岩霖寺的山腰
位置，没有道路可直接抵达。要到

“罗汉洞”，需走过一条小路、翻过
两个山坡，然后在密林和杂草中穿
行才能抵达。要不是卢卷利带路，
记者根本找不到其所在位置。

前往“罗汉洞”需要先经过岩霖
寺旧址，这里早已成为一处危房，能
看到的只有一处殿堂阶梯、一两尊石
刻人像以及石墩。再沿陡坡而下，穿
过一处树丛便到了“罗汉洞”。

“罗汉洞”临崖而建，洞口外1
米便是悬崖。它分为左右相邻的两
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一个半径约2
米的半圆形洞穴，石壁上的雕刻痕
迹很少，但外侧顶部及两个边缘的
凹槽印迹整齐，应该镶嵌过类似房
梁的物件；第二部分是“罗汉洞”本
身，它也是一个半径约2米的半圆
形洞穴，石壁上由左至右雕刻着精
美的石像。由于风化现象，个别石
像已不清晰，无法确认，总数约40
余尊。

“罗汉洞”主体的正面是3尊石
像，其左右两边的下方又各有3尊

石像。卢卷利说，其他石像不得而
知，右边下方的石像可能代表“福
禄寿”。

在“罗汉洞”的两侧，各有三
层石像，且形态各异。有的石像手
持绫罗、有的手持琵琶、也有的正
襟危坐，栩栩如生。卢卷利分析，这
两侧的石像应该是“十八罗汉”，所
以当地人称之为“罗汉洞”。

正 面 3 尊 石 像 前 是 一 张 石
龛，贯穿整个洞穴，其边缘图纹
疑似两条龙的形状。洞穴边缘也
有整齐的凹槽，状况与前一部分
相似。

为达母亲遗愿
白发兄弟找到失散70载二伯后人……寻亲 年！

四川省资阳市乐至县佛星镇、眉山市洪雅县余坪镇，地图上
两地相距180多公里，驱车不过两小时。然而，江家祖孙三代，却
走了70余年，才得以相见。

70年前，江和平从乐至县佛星镇而出，到了洪雅县余坪镇，
把他乡变故乡，自此与家人离散，彼此渐无音讯；70年后，为了妈
妈去世前的一句话，寻亲18年的江登明、江登松兄弟终于在四川
省洪雅县公安局余坪派出所民警的帮助下，找到失散70余年的
二伯江和平的孙儿江和友。

“我们约好了，今年春节，就回故乡。”9月19日，得知两个叔
叔已经安全返回了乐至县，江和友开始畅想起来，祖辈们从小生
长的故乡，究竟是什么模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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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老家寻找神秘“罗汉洞”“看到里面的石刻，当场就惊呆了”

“罗汉洞”临崖而建 有约40余尊形态各异的石像

臭氧拉低“气质”
成都多管齐下
狙击空气杀手

19日，记者从成都市2019年第三季度大气污染
防治工作新闻通气会上（以下简称通气会）获悉，今
年1月1日至9月15日，全市优良天数201天，同比增
加18天；污染天数57天，首次结束了重污染天；
PM10、PM2.5浓度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O3浓度较
去年同期持平；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在168个城市中
排第76名，同比提升44名，改善幅度排第11名。

但是8月，全市臭氧污染较为严重，优良天数为
17天，同比减少3天，污染天14天。而首要污染物均
为臭氧，较去年同期上升10.9%，而NO2浓度同比持
平。另外受多项污染物浓度同时偏高的影响，成都
市8月空气质量排名有所下滑。

今年成都空气质量呈持续改善趋势，8月出现
下滑的原因是什么呢？

空气质量较差主要因臭氧污染
三大原因致臭氧浓度较高

记者从通气会上了解到，成都8月空气质量较
差主要是因为臭氧污染。而导致臭氧浓度较高主要
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四川盆地出现了3次区域性
臭氧污染过程，成都平原和川南城市群污染较重。全
省O3浓度为172μg/m3，同比上升13.9%；成都平原O3

浓度为185μg/m3，同比上升15.6%；成都市O3浓度为
213μg/m3，同比上升10.9%，同比升幅低于全省和成
都平原。与此同时，同处西南区域的重庆市臭氧污染
也较重，出现了1天重度污染和3天中度污染。

同时成都夏季NO2和颗粒物浓度均相对偏高。
与全国重点城市相比，全市夏季PM2.5和PM10优势
不明显，NO2浓度长期处于全国高位，受持续高温、
强辐射天气影响，臭氧污染加重。

另外，虽然近几年来全市各项减排工作有一定
成效，但污染物排放总量仍较大。

正开展大气氧化性综合观测实验
进一步识别成都平原夏季臭氧污染成因

目前，臭氧已成为影响成都市夏季环境空气质量
的首要污染物。NOx和VOCs在高温和强日照天气下
发生光化学反应，是导致近地面臭氧污染的重要因素。

接下来，成都市各级各部门持续做好NOx和
VOCs等排放管控，加大督查和执法检查力度，充分
发挥VOCs走航观测和监督性监测等“技防”手段，
减轻其浓度，力争在9月不出现臭氧污染天。

另外成都还将修订《成都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
案》，督促落实企业编制和完善重污染天气“一厂一
策”应急措施；依托铸造、钢铁、砖瓦窑等重点行业管
理，积极打造绿色生产标杆企业，制定行业管理规范。

最后，成都市大气污染防治领导小组办公室相
关负责人向全市人民发出倡议：选择公共交通、新
能源车、自行车、步行等低碳、环保的出行方式，减
少机动车排放污染；拒绝露天烧烤，选择低挥发性
的生活用品和装饰装修材料；积极参与环保宣传教
育活动，主动监督举报各类环境违法行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彦琴 林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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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管部门已派人考察 八旬老人称“估计有几百年了”

专家说法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19136期：
131110330011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第19141期：
20003022
中 国 体 育 彩 票 足 球 胜 平 负 第 19124 期 ：
1131003113301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任选9场第19124期：
11310031133010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11月18日)

足彩

罗汉洞左侧面石刻

罗汉洞右侧面石刻

江登明兄弟与侄儿江和友（左一）相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