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陷入囹圄的野鸟】
三岔湖边破获特大捕鸟案

在这一批被放归的动物里，
200余只白腰文鸟和红嘴相思雀，
是身世最坎坷的受助动物。它们
于3月28日被成都市森林公安局
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分局民警发
现的时候，密密麻麻挤在2个笼子
里，有些同伴已经死亡。这也是龙
泉山森林公安分局建成以来，破获
的最大一起捕鸟案。

3月28日上午11点过，崇州
人陈河（化名）和两个老乡，骑了两
辆摩托车，前往龙泉山森林公园三
岔湖。

鸟儿们在枝头聚会，树下，陈
河开始铺设摊子。两张大网松松
地绷起来，撒上谷子小米，再放一
只引诱野鸟的“媒子”（雌鸟），3个
诱鸟器排开——不到3个小时，他
们带来的2个木笼子里，便已塞满

了惊恐的野鸟。
陈河等人的违法行径被龙泉

山森林公园内的治保人员发现并
立刻向森林公安报警。陈河被现
场逮住，另外两人见势不妙，偷偷
溜掉。经过清点，笼中被捕野鸟有
244只。

接下来的两天时间里，成都市
森林公安民警对陈河进行了数次
审讯，最终摸清了 3人的具体情
况，并于3月30日、4月4日两天，
将同案嫌疑人任风（化名）和张远
（化名）抓获归案。

“目前他们交代出来的情况
是，从开春到现在，已进行3次捕
鸟活动。”龙泉山森林公安分局副
局长姜鸣说，猎捕野鸟是违法行
为，按照相关法律，20只就可以
立案，50只就算重大，“他们这个
案子，是我们分局成立以来破获
的最大捕鸟案，也是一起特大非
法狩猎案件。”根据《刑法》341
条，陈河等 3人因涉嫌非法狩猎
罪，已被公安部门刑拘。按照目
前的被捕猎鸟类数量，他们可能
面临3年以下刑期。

【闯进食堂的林麝】
或是被猎捕逃脱的幸运儿

在森林公安破获三岔湖这起
特大捕鸟案后，起获的鸟儿被分装
到近10个笼子里，送到救助机构
进行检查和治疗。可惜的是，有相

当数量的鸟儿，已经垂下了小小的
翅膀。和它们相比，4月4日当天
放归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林麝，则
称得上是“幸运儿”。

这只雌性林麝已经成年，正月
初二的时候，被崇州市元通镇中心
小学的校长发现。“它溜到学校食
堂里偷东西吃，被人抓了个正着。”
回忆起当时一幕，崇州文锦江野生
动物救助站工作人员马鑫忍俊不
禁，“不能让它在闹市区乱窜呀，我
们就准备抓住它送去救助站，结果
它一着急，往房顶上跳，把自己右
后腿又摔了。”

这只蠢萌的林麝十分美貌，有
纤细的长腿，优美的脖颈，毛茸茸
的耳朵，以及一双湿漉漉的大眼
睛。顾盼之间，惹人怜爱。按理
说，野生林麝天性胆小，不可能自
己出现在闹市区，由此野保人员判
断，这只林麝很可能是被人猎捕后
侥幸逃脱的幸运儿。

接到崇州方面的通知后，2月
27日，成都市动物园工作人员赶到
崇州，把已经进行过初步治疗的林
麝带回来，又好生养了一个多月。
待到完全康复，才张罗着把它放
归。4日上午，这只美貌精灵看见
笼门打开，犹犹豫豫迟疑了几秒，
伸头一看眼前的山林，长腿一蹦
跶，就蹿进林子不见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雪 摄影报道

第18041期（4月9日开售）起，体彩大
乐透史上最强派奖——“6亿元大派奖”强
势来袭！今年的派奖活动，在2016年、
2017年“5亿元大派奖”活动的基础上，新
增了总额1亿元“乐善奖”派奖，活动力度
更强、普及范围更大、欢乐指数更高。

需要提醒的是，除一等奖外，固定奖
派奖和“乐善奖”派奖，均只针对追加投
注的彩票，因此，购彩者们想要尽情享受

“派奖嘉年华”的乐趣，追加投注少不了。

追加投注！3元可中2400万
常规情况下，体彩大乐透“2元可中

1000万，3元可中1600万”；派奖期间，
“2元可中1500万，3元可中2400万”。
可以看出，追加投注后，奖金要多拿800
万元，相比基本投注，含金量更高。

根据派奖规则，派奖期间，每期
安排1000万元用于一等奖派奖，共持
续20期，派奖总额2亿元。派奖期
间，中得当期超级大乐透一等奖者，
则同时中得派奖奖金，派奖奖金由当
期所有一等奖按照中奖注数均分，基
本投注和追加投注按照游戏规则规
定比例分配。基本投注单注派奖奖
金最高限额500万元，追加投注单注
派奖奖金最高限额300万元。

也就是说，在派奖期间进行追加投
注，购彩者将可实现最高中单个2400
万元（1000万基本投注奖金+500万基
本投注派送奖金+600万元追加奖金+
300万元追加派送奖金）头奖的梦想。

追加投注！固定奖奖金比
2元投注翻倍

体彩大乐透“6亿元大派奖”，固定
奖派奖3亿元，所占比重最大，参与人
数众多。值得一提的是，固定奖派奖
只针对追加投注，想要参与固定奖派
奖，追加投注是不可或缺的投注方式。

根据派奖规则，派奖期间，进行
追加投注后，若中得当期四等奖、五
等奖、六等奖，则同时中得派奖奖金，
单注派奖奖金依次为：100元、5元、5
元。届时，固定奖（四/五/六等奖）的
奖金依次为400元、20元、10元。可
见，3元投注比2元时奖金实现翻倍。

体彩大乐透曾于2016年、2017
年均开展过固定奖派奖，当时由于参
与购彩者数量火爆，派奖结束时间均
早于一等奖派奖。因此提醒今年想
要参与固定奖派奖的购彩者们，要尽
早做好准备下手了！

追加投注！“乐善奖”中奖更
欢乐

今年的“6亿元大派奖”，在派奖

后期新增了“乐善奖”派奖，总额达到
1亿元。购彩者们在冲击2400万元
头奖、翻倍固定奖奖金的同时，还可
参与“乐善奖”派奖，最高奖金为5000
元。和固定奖派奖一样，“乐善奖”只
针对追加投注的彩票。

根据派奖规则，自超级大乐透第
18055期（5月12日20:10开始销售，
5月14日开奖）起，安排1亿元用于进
行追加投注的“乐善奖”派奖。派奖
期间，在每张追加投注的彩票票面宣
传栏第一行随机打印1注“5+2”超级
大乐透号码，即“乐善码”，作为该张
彩票的“乐善奖”开奖号码。根据票
面投注的号码与“乐善码”相符情况
确定相应的中奖资格。“乐善奖”奖级
设置和中奖条件与超级大乐透游戏
规则相同，奖金单独设置。

“乐善奖”即买即开，购彩者们可
在第一时间知道自己中奖与否以及
奖金额，不过，“乐善奖”并非即开即
兑，需要等到当期常规开奖结束后，
方可兑奖。此外，多期票不参与此次

“乐善奖”活动。
激情四月，一起来“追加投注”，

尽情享受体彩大乐透“6亿元大派奖”
带来的欢乐吧！ （陈敏）

参与瓜分“6亿元大派奖”
追加投注少不了

1亿元“乐善奖”速查表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条件
5+2
5+1

5+0或4+2
4+1或3+2

4+0或3+1或2+2
3+0或1+2或2+1或0+2

奖金
5000元
1000元
500元
50元
5元
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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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史著史
它经历并记录了
川人抗战历史

“每次看到它，当年的峥嵘岁
月就历历在目。”90岁高龄的钟华
常散步至人民公园，每次都会在
这座纪念碑前凝望良久。

“出川抗战的川军，就是在这
里誓师的。”1937年9月，上万川
军部队代表在少城公园（今人民
公园）举行完出川抗战誓师大会
后，便奔赴烽火连天的抗日战场。

在上海蕴藻浜河畔，打响四川
抗战的第一枪；在山西东阳关山头
力阻日寇进攻，两千川军将士壮烈
牺牲；在缅北、滇西的密林之中，至
今还留有远征军昔日的铁血战场和
被历史掩埋的墓碑……

“很多青年还不到20岁，就瞒
着家人参军抗日。”钟华说，一同
出川抗战的人有很多，但能活着
回来的很少。

“这座纪念碑是川人抗战的丰
碑，是无数无名英雄用生命换来
的。”钟华说，它经历并记录了川人
抗战历史，如今坚守在成都闹市。

纪纪念念
从老兵到市民
碑前祭奠抗日英魂

身着单衣短裤，脚穿草鞋、打
着绑腿，胸前挂有手榴弹，背上是
大刀、被盖和斗笠……这是这座
纪念碑上的塑像，也是川军当年
的真实写照。

“闭着眼都能感觉到抗战的
艰苦。”对巴蜀抗战史研究院秘书
长张光秀而言，这尊川军的巨大
塑像既亲切又陌生，陌生是没有
经历过抗战生活，亲切是因为塑
像原型就是她的父亲——川军45
军 125师 373旅 745团 3营传令
班长张朗轩。

1944年，为纪念出川抗战的
川籍将士，著名雕塑大师刘开渠
以抗战回川的张朗轩为原型，塑
造了令世人难忘的无名英雄纪念
碑塑像。“父亲在2008年去世，但
我每次看到这个塑像，就感觉父
亲还在身边。”张光秀说，从城东
到万年场，几易地方后，这座纪念

碑最终矗立在人民公园外。
如今，除了健在老兵常来祭

奠外，更有众多的市民、游客在清
明等节日，自发赶到这座纪念碑
前，献花、默哀，缅怀阵亡在抗日
战场上的英烈。

传承传承
“希望年轻人
弘扬川人抗战精神”

“健在的抗战老兵越来越
少。”据统计，目前川内健在抗战
老兵仅千人左右。钟华说，大部
分老兵都在90岁以上，能清晰口
述当年历史的更是不多了，“年龄

上来了，老战友们走的也越来越
快，但希望年轻人在看到这个纪
念碑时，知道当年的抗战历史，不
忘当年的无名英雄们。”

“这些年，作为川军将士的后
人，我们也重走过父辈去过的战
场。”张光秀说，每一次出发都会
来到纪念碑前告别，“幸运的是，
很多年轻人会来询问，主动了解
抗战历史。”

“它就是川人抗战历史的缩
影。”因此，张光秀、钟华联名推荐
它，“更希望年轻一代了解抗战历
史，弘扬川人抗战精神。”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力 摄影报道

又是一年清明。
4月5日清晨，102岁的郑维邦在女儿搀扶下，走到

成都人民公园外的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前，眼中饱
含泪水。而后，又有15位白发苍苍、步履蹒跚的老者相
继赶来，面向纪念碑致上军礼。

这些老人，有个共同的名字——抗战老兵。清明到
来之际，他们在志愿者、家属的帮助下，再次相聚曾经的
川军誓师出川地，为阵亡在抗日战场上的战友、亲人献
上鲜花，以此缅怀英灵。

这些健在老兵的举动，也让不少路过市民停下脚步，
或询问老人昔日抗战历史，或站在碑前献花祭奠英灵。

16位老兵相聚献花祭战友
5日上午10时许，人民公园外飘着细雨，16位来自

成都、新都、大邑等地的抗战老兵陆续出现，在志愿者、
家人的帮助下，撑着伞站在川军阵亡将士纪念碑前，默
哀、献花、敬礼，缅怀在抗日战争中阵亡的川军将士。

“我们来自不同地方、不同部队，但都一起打过鬼
子。”抗战老兵王安策说，曾经出川抗战的四川男儿，有
的牺牲并就地葬在了湖南、河南、山西、上海，甚至滇缅
的密林里，“但对我们健在老兵而言，他们的英魂都回到
了这座纪念碑，在这里祭奠，也是对所有抗日阵亡的川
军英魂的告慰。”

当天，行动有些不便的102岁抗战老兵郑维邦，一
大早就叫上女儿陪着他提前赶来，“父亲不知道还能来
祭奠多少次，但几乎每次有祭奠战友的机会，他都会赶
过来。”

老兵凋零希望健在者常聚
“这样的相见，见一次就少一次。”在祭扫结束后，老

兵王安策安慰战友陈永诚，“以后要多聚聚。”
现场，不知是谁起了头，有不少老兵或拍着节奏，或

清唱起抗日歌曲《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
砍去，全国爱国的同胞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
天来到了！”

提起心愿，郑维邦摇了摇头。他的女儿告诉记者，
父亲常说，能活到这个岁数，也没有什么要求和心愿，

“平时聚会还能见到健在战友，就已经很满足了。”
“老兵越来越少了，四川健在者不足千人。”对此，当

天参与帮助老兵相聚的志愿者说，随着年岁增长，目前
健在老兵平均年龄都在90岁以上，“他们凋零的速度越
来越快，希望有更多年轻人关注他们，了解他们身后的
抗日历史，弘扬先辈们的抗战精神。”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力 摄影报道

抗战老兵钟华与巴蜀抗战史研究院张光秀共同推荐

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
“它是川人抗战精神的体现”

80多年前，350万川中男儿奔赴抗日前线，以付出64万人伤亡的惨烈代价，最终
迎来抗战的胜利。李宗仁将军曾评价：“八年抗战，川军之功，殊不可没。”

为纪念川军英魂，著名雕塑大师刘开渠创作了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又名无
名英雄纪念碑，希望以此弘扬川人不惧牺牲的大无畏精神。

“它是川人抗战精神的体现。”4月4日，在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
时，抗战老兵钟华与巴蜀抗战史研究院秘书长张光秀共同推荐“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
念碑”为四川十大天府文化地标之一，并呼吁年轻一辈了解抗战历史，学习抗战精神。

清
明
祭

16名抗战老兵
雨中挥泪祭战友

成都森林公安破获特大捕鸟案

清明前一天，崇州市鞍子
河保护区芍药沟保护站
内，一批救助和野化的动

物被放归。
为了加强野生动物保护宣传，展

示成都野生动物救护工作成果，同时
复壮野生动物野外种群，提高市民野
生动物保护意识和生态文明意识，4
月 4 日上午，1 只国家一级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林麝，4 只鹰 12 只红腹锦
鸡，1 只国家保护“三有”野生动物苍
鹭，还有 200 多只近期森林公安执法
挡获的红嘴相思雀等，在晨光里返林
归山。

今年是成都市林业部门官方放归
活动的第20个年头，而本次放归也是
今年爱鸟周主题活动的最后一环。在
这场经过四川省林业厅批准的放归活
动中，四川省暨成都市第三十七届“爱
鸟周”活动圆满结束。

抗战老兵钟华。

张光秀在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前。

“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被推荐为四川十大天府文化地标。

抗战老兵雨中挥泪祭战友。

被放归的林麝钻出笼子。

被捕猎的鸟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