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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11月15日16点，瑞士蒙
特勒，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起
诉孙杨及国际泳联一案听证会正式
开始。至16日凌晨2点，在超过10小时
里，孙杨团队与WADA激烈辩论，焦
点围绕WADA委托的第三方检测人
员资质及检测当天现场流程展开。而
案件所涉3名检测人员均未出庭。

听证会上，孙杨坚持自己及团
队没有做错，认为检测人员身份存
疑，没有资质证书，甚至血检官自称
是他的粉丝，并且表示没有破坏血
瓶，一切都在主检官注视下完成。针
对WADA说自己造谣和说谎，孙杨
回击称：“首先我方有当晚视频、监
控和照片，但今天在现场大家没有
看到，很遗憾。如果大家看了，可能
会感觉IDTM（国际兴奋剂检查管理
公司）和WADA的执法非常糟糕。”

现场同传多次出现翻译错误，
孙杨团队请求更换翻译，被拒绝。陈
述重新开始后，孙杨直指在此事件
中有黑手在污蔑事实，“去年这次兴
奋剂检测，是我请求检查人员遵守
规则并保护运动员权利，却成了
WADA想来对我进行处罚的一个
理由，我感到不解和疑惑。国际泳联
在不到一个月内做出裁决，本应是
保密的裁决书，竟然被泄密和转载，
这是如何发生的？”

最后总结陈述中，孙杨连发“十

问”，对WADA进行质疑，如“当检查
人员深夜带着不相干人员进入我的
住宅，我的个人信息该如何得到保
护？当检查人员从见到我那一刻开始
就拍照，我的肖像权利该如何得到保
护？当缺乏资质的陪同人员提到让我
母亲在我身边进行监督，我的隐私权
如何得到保护？为什么我没有权利要
求检查人员出示资质？当我提出可以
等候有资质检查人员，我可以等到天
亮，为何主检测官拒绝……”

对于孙杨，WADA主要有两点
不满：第一、国际泳联委托的IDTM
进行了超过19000次测试，但孙杨是
头一个投诉的；第二、身为运动员，
有义务提供样本，即使孙杨质疑检
测程序，正确的方法是完成检测后
投诉，并不是去毁掉样本。但在孙杨
律师的逼问下，IDTM官员终于承认
尿检人员和血检人员都没有出示任
何表明自己和IDTM有关的证件。

尽管在这场对峙中处于下风，
但WADA仍然强调：“孙杨可能面
临4年3个月至8年的禁赛处罚。”

听证会后，孙杨表示，希望通过
此次公开听证会澄清事件真相，相
信仲裁法庭会做出公正裁决。裁决
小组主席弗朗哥·弗拉蒂尼法官表
示，所有证据证言都会被充分核查，
将择期宣判。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何鹏楠

里皮宣布辞职后，关于中国国
足的主帅人选成了大家关心的话
题。据11月16日新华网里约热内卢
消息，巴西著名教练斯科拉里有兴
趣执教中国男足，而且他愿意听取
报价。据悉，斯科拉里看好国足的潜
力，也很喜欢在中国的工作和生活。

刚刚度过71岁生日的斯科拉
里，曾两次担任巴西国家队主教练，
率队夺得2002年日韩世界杯冠军；
执掌葡萄牙国家队帅印长达5年，率
队获得2004年欧洲杯亚军与2006年
德国世界杯殿军。

2015赛季，斯科拉里接替卡纳
瓦罗担任恒大主教练，率领恒大夺
得了当赛季中超冠军，并荣获当赛
季中超最佳主教练。2015年亚冠联
赛决赛，斯科拉里率领恒大以1比0
击败阿联酋迪拜阿尔阿赫利队，一
举夺得恒大俱乐部历史上第二座亚
冠冠军。他近日接受采访时说：“我
们很幸运拥有一支出色的团队，大
家能够完美理解我们的工作，他们
将一些简单而平静的内容理解得很
到位。我们参加了11次决赛，赢得7
个冠军，很开心取得这样的成绩。”

自9月从帕尔梅拉斯离职之后，
斯科拉里一直赋闲在家。他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曾表示，离开中国的这
段时间，一直关注中国足球，一直关
注中超联赛，“我很想念中国和那里
的朋友们以及中超联赛，希望明年
可以重回中国执教。”斯科拉里的发
言人费列格也表示，斯科拉里愿意
返回中国，并且在中国足协提出邀
请的情况下愿意接受。费列格说：

“他真的很喜欢在中国工作，喜欢他
们对待他的方式。他相信中国队的
潜力，他执教的广州队拥有很多（优
秀的）中国球员。”

在里皮辞职之后，著名评论员
黄健翔就建议国足，当务之急是确
立新的主帅，而且他也认为斯科拉
里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既然未来要
归化多名巴西球员，为了沟通方便
交流顺畅、提高凝聚力，干脆请一位
巴西教练。”

斯科拉里方面的态度，其实是
伸出了一个橄榄枝，至于足协是否
考虑让斯科拉里接班里皮，还有待
时间揭开谜底。 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 王浩儒 何鹏楠

11月15日下午，备受关注的四
川夹江“2018.12.05”公交车爆炸案，
由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
被告人卢仕兵被判死刑，缓期两年
执行，并限制减刑。

根据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卢仕
兵于2018年12月5日利用自制爆炸
物，在夹江县漹城镇迎春南路的王水
井公交站台，对车牌为川L78328号的

3路公交车实施爆炸，造成20余名乘
客受伤，公交车严重受损的后果。

据乐山中院介绍，该院通过召
开庭前会议和开庭审理，充分保障
了被告人的相关诉讼权利，被告人
卢仕兵在庭审中如实供述了其自制
爆炸物实施爆炸的犯罪事实，并对
无辜受伤群众表示歉意。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顾爱刚

四川夹江公交车爆炸案一审宣判
被告人被判死缓并限制减刑

何谓杀猪盘？

4月底被“杀”后，小李（化名）欠
下48万的负债，按现有工资计算，她
要不吃不喝15年才能还清这笔钱。钱
没了的那几天，小李整夜睡不着，头
发大把大把地掉，拒绝了一切社交。

今年4月初，小李用交友软件找
到了“男友”，直到后来看到新闻报
道，她才知道这场所谓的恋爱只不过
是一场骗局，它有一个更专业的名词
——东南亚杀猪盘。

据新华社报道，今年1～8月，此
类骗局共造成群众损失38.8亿元，个
案平均损失18.1万元。

10月11日15时许，随着三架包
机缓缓降落在厦门高崎国际机场，
244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被我
公安机关从菲律宾押解回国，涉及全
国多个省区市的特大跨境电信网络
诈骗案成功告破。

今年1～8月，此类骗局共造
成群众损失38.8亿元；公安部先
后8次将780余名电信网络诈骗
犯罪嫌疑人押解回国

猪仔 诈骗对象

养猪 与受害者培养感情发展恋爱关系

喂猪 在热恋期提出一起去博彩网站下
注，并用小额回报引诱受害者进
一步加大投入

杀猪 随着投注加大骗子卷钱消失

“亲爱的，
那并不是爱情”

崩溃，是受害者提及最多的词。
在充进去的48万元瞬间归零后，

小李一夜没睡，一直止不住地发抖，哭
也哭不出来。“我知道我的人生完蛋
了。”报警之后，小李把此事告诉了父
亲和弟弟，弟弟每天做饭陪在身边，每
晚睡觉不敢关门，怕姐姐想不开。

事实上，对于很多人来说，“完美
恋人”的出现，其实是精神上的抚慰。
小李出生在贵州一个偏僻山区，父母
都是农民，小时候父母外出打工，她
就成了留守儿童。大学毕业后考上事
业单位，今年元旦母亲突发脑梗两次
住院，她一边工作一边照顾，“那时我
特别脆弱，找不到人倾诉就跑到社交
软件上发泄。”小李形容骗子的出现
让身处黑暗的她看到了一盏明灯。

林漪在遇到骗子前刚遭遇谈了5
年的前男友背叛，她的工作是销售。

“（骗子）大晚上给你在网上买醒酒药
给你打网约车，每天晚上都关心你回
家没，让你少喝点酒，能不感动吗？”

沈先生是律师，“每天被案子缠
身，几乎无法呼吸”，下班后和单纯善
良的“女友”聊天是他最放松的时刻。

“现在看到长得好看的男的都觉
得是骗子。”三位女性受访者最后都给
记者说了这句话。但被摧毁的不止是
信任，一些被“杀猪盘”欺骗的人，失去
的远不止金钱，还有对爱的期盼。

小李告诉记者，为了还钱，她早
餐只吃一块钱的馒头，每天最大的花
销是上下班4元的车费。前两天一个
朋友给她带了袋酸奶，那是她被骗5
个多月以来第一次喝酸奶，拿着那袋
酸奶她很想哭。林漪被骗走的除了3
年积蓄，还网贷了 10 万元。为了还
款，她在二手市场卖掉了所有能卖的
东西。每天晚上她都躺在床上反复回
想那场“恋爱”，常常失眠到天亮。

在贴吧和互助群里，有人将“对
象”的照片发出来，却发现铺天盖地都
是“同款”。有人用搜图工具，发现本尊
大多是一些不知名艺人或模特，所有
照片都能在社交网络上找到。梦醒后，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傻得要死”。

小李的“男友”自称陈绮香，烟台
人，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做管理。在受害
者群，这些有着小说般名字的“对象”
有一个共同称呼——屠夫。多个社交
平台和婚恋网站，都有“屠夫”的身影。

记者通过与4位受害者对话后发
现，所有人的经历都大同小异：屏幕那
端的“对象”完美得不像生活在现实中
的人，社交软件的动态基本都是健身、
美食、旅游、豪车、模特照，发出来的照
片很好看，但永远不会给你开视频，到
最后都会说爱你，然后带你投资。

如果再来一次，林漪觉得自己还
是会被骗。“骗子包装得太好，还抓住
了自己的弱点。”他的声音很好听，在
讲过往家庭故事时还引用了前几年
的时事来增加可信度，最后还把妈妈
和继父的照片给她发了几张。

28岁的沈先生（化名），屏幕那端
是一位自称 20 岁的交换生，给他发
过学生证和大学照片。对方“银铃般
的笑声和听起来不谙世事的单纯”，
让一向理性的他笃定遇到了学生时
代没遇到的“真命天女”。

一开始，小李几乎不回对方信
息，但“男友”每天嘘寒问暖，得知小
李母亲生病后每天问病情，还称朋友
是医生，给她讲注意事项。“你弟弟来
烟台我这儿工作，最少一年可以挣20
万”；“你到我这儿旅行，费用我全
包”……他总透露很能挣钱，特别努
力上进，“面对他，我很自卑”。

事实上，一开始，小李也分不清
投资和赌博，直到后来看了新闻报道
才明白,这一场场“命中注定”，实则
是诈骗集团精心设计的“一出好戏”。

小李告诉记者，“杀猪盘”里有明
确分工，供料组、话务组、技术组、洗
钱组，小李的“男友”属于话务组，用
既定话术本打造人设，培养与“猪”的
感情，在了解“猪仔”弱点后结合特长

“各显神通”。每个骗子编造的爱情故
事都不尽相同：小李的“男友”告诉她
小时候家里穷，毕业后与女友同居，
女友怀胎8月时，因忙于工作疏于照
顾，女友独自出门出了车祸一尸两
命。同样被骗的林漪的“男友”自称中
国台湾人，自小父母离异，和妈妈一
起在广州运营服装厂。

在获取“猪仔”信任后，骗子会看
似无意地透露自己掌握的一些漏洞，
推荐“猪仔”到投资理财平台下注。前
期“猪仔”投入较少金额时，诈骗团伙
会让“猪仔”赢钱，“猪仔”尝到甜头后
会加大投注，在被养到最肥时“宰杀”。

小李也曾通过贴吧和“杀猪盘”在
中国负责招聘的人聊过天，对方自称
是有牌照的信誉盘，而非警方端掉的
没有合法牌照的“黑博彩”公司或搞电
信诈骗的企业。她建议小李去做客服，
因为那是“真正躺赚的岗位”。她还“坦
白”人事招进一人就可提成500元。

一切就像一场美好的梦，直到屏
幕那头的男生提出去网上下注。

4月中旬，小李的“男友”透露自己
在做一个投资，不久，对方以给母亲买
补品为由让小李和他一起赚外快。经
不住再三请求，根据“男友”发过来的
二维码，小李安装了一个APP。

小李只充了最低限度的钱，充进
去的500元在“男友”指导下，短短几
分钟内赚了170余元。“男友”怂恿她
继续充值，期间小李对这个APP有过
怀疑，但在百度上什么也没搜到。

小李把所有积蓄和借的钱共7万
元全部充值，亏了2万后她想提现却
失败了。这时候，“男友”告诉她充值
金额越大提现越有把握，让她务必在
两天内凑够20万，并推荐了无数个网
贷平台。20万凑齐后，“男友”又告诉
她提升充值额度可以升级VIP，能得
到额外彩金，让她无论如何凑够40
万。“我没想到网贷那么容易，加上信
用卡各种套现，终于凑够了40万。”回
忆起疯狂借钱的经历，小李说像“鬼
迷了心窍，完全丧失了思考能力”。

40万元到手，客服却告知不充满50
万，VIP无法提现。“那时我快要崩溃了，
但他告诉我充值满后一次性带我赚回
来。”小李又偷偷去银行借了10万元。

5月8日晚，“男友”许诺做规划带
她赚钱，小李跟着对方一顿操作，眼睁
睁看着APP的余额从51万变成1900
元。她一度以为“男友”也是受害者，对
他抱有亏欠——他也因为这次投资损
失了100万，还在想办法帮她还钱。5月
中旬，对方微信号被封后，她才意识到
自己被骗了，“我真是蠢到了极点，输
得倾家荡产都没发现这是骗局。”

多位受害者向记者展示了“投资”
记录及贷款流水。小李所在的维权群，
受害者自称被骗金额从几千到几百万
不等，有老师、律师、老板，大家都有一
个共同点：缺爱、孤独。很多人都因此
事受到嘲笑，小李庆幸自己还有家人
朋友，他们自始至终没有嘲笑自己。

能让人看到希望的是，据公安部
官网，10月11日，244名电信网络诈骗
犯罪嫌疑人被中国公安机关从菲律宾
押解回国，涉及全国多个省区市的特
大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案成功告破，捣
毁诈骗窝点10余处，缴获手机、电脑、
诈骗剧本等一大批作案工具、证物。10
月15日，河南公安机关将136名电信网
络诈骗犯罪嫌疑人从老挝押解回国。

今年以来，针对境外电信网络诈
骗违法犯罪形势，公安部组织相关地
方公安机关多次赴柬埔寨、菲律宾、
老挝、西班牙等国家开展警务执法合
作，捣毁了一大批诈骗窝点，先后8次
将780余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
押解回国，有力挤压了诈骗分子境外
生存空间。

小李不知道里面有没有骗自己
的那个人，她唯一确信的是，就算找
不回损失的钱，也一定要看着所有骗
子落网。

“输得倾家荡产
都没发现这是骗局”

“骗子包装得太好，
还抓住了自己的弱点”

骗子用“爱情”
和“面包”捕猎

他们被摧毁的
不止是信任

“一定要看着
所有骗子落网”

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记
者 彭祥萍
王垚 图据
受访者

孙杨听证会“激战”10小时
直指有黑手污蔑事实，相信一定会有公正裁决

体
彩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9306期开奖结果：647，直选：5371注，
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6：13947注，每注奖金173元。（17853620.39元
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9306期开奖结果：64749，一等奖28
注，每注奖金10万元。（358470444.12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超级大乐透第19131期全国销售329976108元。开奖号码：
05 06 14 27 29 06+10，一等奖3注，单注奖金1000万元，追加0
注。二等奖105注，单注奖金522131元，追加33注，单注奖金417704
元。三等奖379注，单注奖金1万元。2069940752.64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开奖前奖池资金高于15亿元，一、二等奖奖金按《中国体育彩
票超级大乐透浮动奖奖金特别规定》分配，详见中国体彩网公告)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20年1月15日)

兑彩票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3D”第2019306期开奖结果：
153。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福
彩

斯科拉里伸出橄榄枝：
中国潜力巨大
愿意执教国足

小李“男友”的微信账号
骗子照片多是不知名的艺人或模特

图据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