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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11日上午，资阳市乐
至县一家汽车4s店内，一名男子专挑
监控盲点看车试车，趁销售人员欧女
士不注意，他开着新车逃出4S店。追
赶无果后，欧女士拨打110报警，但却
没有嫌疑人任何信息。

事情过去整整一个月，1月9日上
午，这名男子开着那辆车又回到 4s
店。男子将车停好后，将钥匙交给欧
女士，然后骑着自行车逃跑。欧女士
和店员最终追上男子，将其扭送到派
出所。

男子自称，当时抢车是为了去广
西看老婆。警方介绍，男子已被控制，
但头脑不太正常，将进行精神鉴定。

抢车
躲着监控看车试车
试驾时突然开走货车

2017年12月11日上午11点，乐
至某汽车4S店。3名销售人员在停车
坝里休息。这时，一名30多岁的男子
从大门侧门阶梯进入，俯身走进了货
车停车区。

“在警方调取的监控里，男子从进
门到看车的全过程都没有，完全是躲
在监控摄像的盲区。只有驾驶车辆跑
出去的过程被摄像拍了下来。”欧女士
告诉记者，当时该男子从大门旁阶梯
进入停车坝后，围着银色货车走了几
圈，假装仔细观察汽车的样子。

看到顾客上门，一男性店员赶紧

上前询问。男子表示，这辆车他很中
意，颜色、载重量都符合他的需求，但
是不知道发动机怎么样，想听一下车
辆的声音。

“这种要求很正常，我同事以为男
子有心买下这辆车，于是赶紧去拿钥
匙。”欧女士说，男子上车后发动了汽
车，听完声音后，又称想试试车，就在
坝子里遛一遛。

“我同事有点怀疑，准备上车陪
驾。”欧女士说，男子直接拒绝了男性
店员，并将车门关上。在行驶到大门
附近时，男子突然加速，朝门口道路
冲去，沿着319国道朝安岳方向快速
驶去。

4S店销售人员立即报了警，并驾
车向安岳方向追了20多公里，却不见
男子及货车的踪影。

还车
男子到4S店送回货车
随后骑自行车离开

9日上午11时30分许，涉事4S店
前台工作人员正在忙碌时，一名男子
突然走进4S店说，“我放了东西（在服
务台），你们以后用得着。”

欧女士回忆说，前台工作人员当
时都懵了，几秒钟后反应过来，才在
服务台发现了一把汽车钥匙，随即叫
来销售人员。销售人员一看，这把钥
匙正是一个月前被开走那辆货车的
钥匙。

“我们才发现，被盗的货车开回来
了。”欧女士说，从店内监控看到，男子
从车上取下一辆自行车，送完钥匙后，
骑自行车离去，“我马上追了出去，在2
公里外的红绿灯路口拦下了他。”

调查
男子头脑不太正常
将送往成都做精神鉴定

欧女士说，她拦下男子后，想问清
楚男子为什么抢了车又还车，但是对
方支支吾吾言语不清，“她挣脱我，闯
红灯跑了。”

随后，欧女士通知其他店员，并报
警。最终，店员驱车在乐至往安岳方
向的319国道上截住男子。男子承认
是他开走货车又开了回来，并接连对
4S店销售人员说，自己此前开走车，
是“想开去广西找老婆”。

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后，将男
子带走。4S店员工返回后，在车辆
驾驶室挡风玻璃发现一张白纸，上
面用毛笔字写着：“对不起，人生都
有糊涂。”

11日上午，乐至警方证实，该男子
确已被警方控制，男子系资阳市安岳
县人。但是，在审讯中，男子经常答非
所问，头脑不太正常。目前，警方正在
进一步调查此案，男子将被送往成都
进行精神鉴定。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田雪皎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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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8011期开

奖结果：972 直选：7094（428）注，每注奖
金 1040 元；组选 3：0 注，每注奖金 346
元；组选6：13163（1014）注，每注奖金
173元。（667.8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8011期开
奖结果：97231 一等奖：39注，每注奖金
10万元。（2.07亿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成都（15时）AQI指数 110
空气质量 轻度污染
优：马尔康、康定
良：西昌、攀枝花、巴中、广元、眉山、广安、
遂宁
轻度污染：宜宾、南充、泸州、内江、乐山、
绵阳、雅安、资阳、达州、德阳
中度污染：自贡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141—172
空气质量等级 轻度至中度污染
全省区域
盆地西部局部城市为轻度至中度污染，大
部地区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南部局部城市为轻度至中度污染，大
部地区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东北部局部城市为轻度至中度污染，
大部地区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其余大部城市为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PM2.5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12日空气质量预报

11日空气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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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冬送暖“胃”爱启航
天气骤冷，有旧疾的人，尤其是胃肠功能

减弱的人群症状愈加明显，胃肠病是常见病、
多发病，而且经久不愈，长期受到胃痛、胃胀、
便秘、拉肚子等困扰，甚至出现反酸、打嗝、口
臭、消化不良、腹胀、腹痛、便血等。如不及时
治疗会有穿孔、出血、梗阻等并发症。如上述
症状已出现，请及时到专业医院进行检查和
治疗，详情可拨028-96111咨询。

家族性胃病
幽门螺杆菌是祸首
久治不愈的胃肠病多由幽门螺杆菌感染

引起，它具有极强致癌性和传染性，所以越亲
密越易感染。且感染后，会继发胃炎、溃疡等
胃肠病，甚至胃癌。因此出现腹痛、腹胀、反
酸、烧心、消化不良、口臭等都有必要做幽门
螺杆菌C14检测，利于患者治疗。

胃部是否恶变了？
胃肠镜检查才是“金标准”
最简单确诊胃部良恶性的技术是胃肠

镜，也是确诊胃癌的“金标准”。随着无痛胃
镜技术的成熟，患者可无痛接受胃镜检查，更
容易精确定位，直接取病理分析，明确病变的
分期，指导临床治疗，并可在内镜下直接治
疗，创伤小、恢复快。

胃肠疾病免费查
老胃病“胃”爱起航
为更好的服务胃肠疑难病和老胃病患

者，提高早期发现、诊断和治疗的比例，本月
13、14日，96111健康热线特邀北京消化内科
专家谢玉民教授及省内多位消化内科领域专
家 ，帮 你 解 决“ 老 胃 病 ”！ 即 日 起 拨
028-96111预约，可享幽门螺杆菌免费检查。

1月11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经多方联系，与一名“鱼串串”搭上
线，几经确认身份，对方才表示有翘壳鱼
可以提供。但因为记者没有提前预约，
所以要先联系一下，才能确认有无现货。

10多分钟后，对方表示，有1条12斤
的翘壳，有3条3斤左右的翘壳，价格75
元一斤。记者表示，其他地方价格是50
元一斤，该男子马上反驳：“50元一斤的，
肯定不是黑龙滩翘壳，这几天好冷嘛。”

一番讨价还价，该男子表示最低
70元一斤，并且需要到黑龙滩自取。

“如果要送货到眉山城区，需要加收
100元。”该男子说，黑龙滩翘壳的价

格一直都很高，临近春节还会越来越
贵，甚至会卖到100元以上。“最近查
得很凶，钓得本来就少，你如果要鱼需
要提前一天订。”

黑龙滩水库渔政管理分站站长梅
建聪算了一笔账，一个“泥鳅党”，运气
好一晚上能钓上百斤翘壳，按照目前
市价50元到100元一斤，这些翘壳能
卖五千到一万元。

随后，记者又走访了黑龙滩多家
餐馆，店主均表示，翘壳是黑龙滩难得
的美味，价格一斤在120元以上。对
于翘壳来源，多名店主表示是从钓鱼
爱好者处收的。

危害大
利用违禁药物浸泡

过的活泥鳅垂钓，不仅会
对黑龙滩水质产生影响，
更重要的是，这种钓法是
一种掠夺性的钓法，可在
短时间内钓光水库里的
翘壳，破坏黑龙滩鱼类生
态平衡。

处罚轻
一个“泥鳅党”，运气

好一晚上能钓上百斤翘
壳，按照目前市价 50 元
到100元一斤，这些翘壳
能卖五千到一万元。而
对他们的处罚是，“有的
没收了工具，有的被责令
赔偿了几百元鱼类资源
损失。”

仁寿黑龙滩，川西第一海。23平方公里的水面，蓄水量3.6亿立方，水
源不仅养活了仁寿160万人，还是眉山城区、乐山井研等地饮用水源地。

然而最近一段时间，臭名昭著的“泥鳅党”（利用酒、违禁药物浸泡过
的活泥鳅，诱钓翘嘴红鲌，俗称翘壳鱼），屡屡光顾黑龙滩。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了解到，2018年以来，不到十天的时间，便查获了8起用
泥鳅钓鱼者。

“不光是违禁药物会对黑龙滩水质产生影响，更重要的是，这种钓法是
一种掠夺性的钓法，可在短时间内钓光水库里的翘壳，破坏黑龙滩鱼类生态
平衡。”仁寿县华丰渔业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阙兴海说，省内多个水库已
有先例，“目前，黑龙滩已对18人实施禁钓，其中有12人是‘泥鳅党’。”

禁钓
““泥鳅党泥鳅党””

利用违禁药物浸泡过的活泥鳅
在饮用水源地垂钓

黑龙滩对12名

华丰渔业，是黑龙滩水库
渔业合作管理团队，其主要职
责是协助黑龙滩水库主管部
门，对黑龙滩水库渔业资源进
行管理。

2018年1月1日凌晨，华丰
渔业巡逻人员在巡逻时，发现两
名男子正用活泥鳅钓鱼。“现场
虽然只有两条翘壳，但每条都在
一米左右，是非常少见的‘米级
翘壳’，用普通方法很难钓上
来。”巡逻人员王国军说。

当天上午，在黑龙滩边一
农家乐，巡逻人员又发现了两
名“泥鳅党”，“劝说后我们离
开，他们又用泥鳅钓，我们上前
制止，他们还说不懂这个。”

记者在黑龙滩水库钓鱼须
知上看到：严禁使用活饵（泥

鳅、鱼、虾等）进行垂钓，违反规
定者，没收钓鱼卡、渔具和鱼
获，并视情节轻重赔偿资源损
失，情节严重者移送渔政、公安
机关处理。

但这些规定似乎对“泥鳅
党”约束不大，阙兴海说，仅
2018年以来，他们便查获了8
起非法垂钓。“这种被我们业内
不耻的钓鱼方法，从2017年5
月左右开始出现在黑龙滩，到
2017 年底，共发现了 80 余
起。不过，只抓获了十余起。”
阙兴海介绍，这些用泥鳅垂钓
的人，一开始在重庆兴起，被多
个大型水库拒绝后，去年开始
转战黑龙滩，“幸好我们发现及
时，不然会造成不可挽回的破
坏。”

“泥鳅党”转战黑龙滩
去年大半年抓了80多起疯

狂

同为钓鱼爱好者，在阙兴
海看来，泥鳅钓法被业内所不
耻。“这种钓法，会对渔业资源
带来毁灭性打击。”

阙兴海曾在绵阳负责一个
大型水库。2016年，该水库迎
来了“泥鳅党”，当时管理人员
并没在意。结果是，不到半年，
这座水库里的翘壳就几乎被钓
空了。

“有的人一晚上就可以
钓好几百斤，平均 5 分钟左
右就要钓上一条翘壳！”阙兴
海说，如果黑龙滩也放任“泥
鳅党”，不到半年，黑龙滩的
翘壳或许也会被钓空，如果
这样，黑龙滩的渔业生态平
衡将被打破，渔业资源会受
到毁灭性打击。

阙兴海解释说，黑龙滩里
有上百种鱼，每种鱼类环环相
扣。其中，一种不大的太阳鱼，
专门以四大家鱼（鲤鱼、鲫鱼、
草鱼、鳙鱼）鱼卵为生，而翘壳
这种肉食性鱼类，则是以太阳
鱼等小鱼为食。“如果翘壳都被
钓没了，那太阳鱼就会疯狂生
长，必然抢占其他鱼类的生存
空间，最终破坏鱼类生态平
衡。”阙兴海说，要在短时间重
新恢复生态平衡，是很难的一
件事。

记者了解到，从 2017 年
开始，广元白龙湖、简阳三岔
湖、绵阳鲁班水库等省内大
型水域的管理方，都对“泥鳅
党”发出了警告，并加强了巡
查管理。

在4S店抢走货车一个月后归还，男子留言：

“对不起，人生都有糊涂”

巨大的利益面前，“泥鳅党”屡屡
出没，黑龙滩水库渔政管理分站站长
梅建聪也觉得很无奈。

“我们人手少，黑龙滩水域面积
23平方公里，但守护人员不过百人，
想要24小时全面监控，几乎做不到。”
梅建聪说，其次，取证难也是问题，“见
有人来巡逻，他们马上把泥鳅倒掉，根
本无法取证。当地一些接待点还充当
他们的保护伞，帮他们放风。”

梅建聪说，最重要的是，违法成本
低，对“泥鳅党”震慑作用不大。

“我们最近抓获了几起‘泥鳅党’，
有的没收了工具，有的被责令赔偿了
几百元鱼类资源损失。”梅建聪说，“这
种力度是很小的。即便是按照相关法

律，最多也只能处以5000元以内的罚
款。”

“我们欢迎所有爱护黑龙滩的钓
友，但对于带有破坏与掠夺性的垂钓
方式，我们将坚决杜绝。”梅建聪说，黑
龙滩全面禁止泥鳅钓法，并加大了巡
查力度。截至目前，已有18人被列入
了黑名单，其中有12人是泥鳅党，其
余的则是因为电鱼、盗鱼。

梅建聪还建议，希望建立一个联
动机制，公安、环保、海事、城管等部
门，组成一个综合执法队，“比如发现
泥鳅党，就立即使用专业仪器检测泥
鳅是否带毒，是否会对水质产生影
响。一旦证据成立，警方可介入对其
进行严厉打击。”

掠
夺

曾半年钓空一座水库
全省多地拒绝“泥鳅党”

暴
利

惩
罚

翘壳70元一斤要预订
临近春节还会越涨越高

18人被列入黑名单
建议成立综合执法队执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庆 摄影报道

用泥鳅诱钓上的翘壳鱼。

钓鱼时用的活泥鳅。

挡风玻璃上的留言。

被送回来的货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