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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53岁的李玉兰躺在
四川石油医院的ICU病房

里，昏迷已近24小时。一天前，她在
自家小区里突然昏倒，被120送至
医院后初步诊断为颅内出血。家属
怀疑，她是被一只金毛宠物犬撞倒后
发生的意外。但由于事发地点处于
监控盲区，事情真相尚不明朗。

现在，李玉兰已做完开颅手术，
仍昏迷不醒。家人在网上和小区里
广发告示，希望能找到目击者，还原
真相。

妻子出门2小时
再见面已昏迷不醒

李玉兰和丈夫住在成都天府新
区新鸿基悦城小区。“12日中午12
点20分左右，小区呼叫中心打来电
话，说我老婆晕倒了。”8月13日，伤
者李玉兰的丈夫张力在接受华西都
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回忆，12
日早上10点左右，妻子离家出门充
话费，“2个小时后我再看到她，她已
不省人事了。”

据小区物业工作人员俞先生说，
当天上午他是听到有人呼救后，赶到
现场的。“现场已经围了一圈人，到底
谁是第一个发现者，很难确认。”俞先
生说，120赶到后，众人一起帮忙将
李玉兰抬上了救护车。

本以为妻子只是略有不适，但随
后事情的发展超出了张力的预料。
经医生初步检查诊断，李玉兰脑内有
大量淤血，应该是猛烈撞击所致，需

要马上进行开颅手术。这让张力吃
了一惊：“出门时还好好一个人，平白
无故怎么伤得这么重？”

伤者家人指控
邻家金毛冲撞所致

家属随后调取了小区监控。根
据监控视频，当天中午12点13分，
李玉兰刷卡进入小区外大门后，身后
紧跟着一名身穿粉色连衣裙的女子，
该女子牵着一条金毛犬，刷完门禁匆
匆往小区内跑去。随后，李玉兰被人
发现躺在地上不省人事。

截至记者发稿，李玉兰仍未脱离
生命危险。“她现在已经不能自主呼
吸，只有微弱的心跳，随时有可能离

开人世。”张力哭着说，自己一步都不
敢离开，“她连一句话都还没留给
我。”

采访中，李玉兰家属提供给记者
一段据称是金毛主人的录音记录，录
音中，一名男子在事发后这样说道：

“保姆说的狗儿当时擦到边边，正在
下雨，大家都在跑……”这样的解释，
让张力对妻子的“事故”有了自己的
揣测：“我觉得妻子就是被狗撞倒了，
不然不可能这么严重。”

事发地乃监控盲区
家人找寻目击者

12日下午，张力一直在医院办
理各种手续。“我在手术室外等候时，

邻居王先生主动找到我，承认自己是
金毛的主人，牵狗的女士是他家保
姆。”张力说。

随后，记者电话采访了狗主人王
先生。“当时刚开始下雨，大家都忙着
往家里跑。李阿姨和我家保姆当时
是往不同的方向跑，狗应该是没有撞
到人的，只是擦到一下边边。”王先生
说，事发时他和妻子正在家中吃饭，
随后接到保姆打来的电话，“保姆吓
得不轻，半天说不出话来，只是让我
赶紧下楼。”

据王先生介绍，他下楼见到李玉
兰时，她尚未昏迷。“我问李阿姨手脚
有没有问题，当时她说不出话，但是
招手回应我表示没有问题。一位邻
居拨打了120电话，我也一直在现场
陪着。最后责任咋个划分，一切等警
方的调查结果。”

13日下午，记者在事发小区现
场探访时看到，事发点位于该小区二
期，距离监控视频中显示的门禁处大
概10多米处，正好位于监控盲区。
李玉兰倒地处，地面开阔平整，没有
障碍物。据俞先生介绍，由于该小区
主要是改善型住宅，一楼是业主的私
家花园，出于保护个人隐私的目的，
没有安装监控。

目前，病人家属已经报案，辖区
派出所民警介入调查。李玉兰家
属正在网上寻求目击者，“希望大
家帮助我找到第一目击证人，还我
妈妈一个公道。”李玉兰的女儿张
璇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见习记者 钟晓璐 杨雪实习生 高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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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

18094期开奖结果：11、16、25、30、34、
08、10，一等奖 0 注。一等奖追加 0
注；二等奖 40 注，每注奖金 250003
元。二等奖追加 18 注，每注奖金
150001元；三等奖300注，每注奖金
13696元。三等奖追加101注，每注
奖金8217元。（63.42亿元滚入下期奖
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8218期
开奖结果：877 直选：2785（147）注，
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3：5275（447）
注，每注奖金346元；组选6：0注，每
注奖金 173 元。（1255.8 万元奖金滚
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8218期
开奖结果：87774 一等奖：11注，每注
奖金10万元。（2.54亿元奖金滚入下
期奖池）

足彩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第

18096期：3100330331311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第

18106期：3000312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第

18101期：331133311113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成都（16时）
AQI指数 56 空气质量 良
优：马尔康、雅安、巴中、遂宁、乐山、广
安、资阳、广元、内江、康定、西昌、眉
山、南充、德阳
良：自贡、泸州、达州、绵阳、攀枝花、宜宾

13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40-70 空气质量等级 优或良
全省区域
成都平原局部城市为轻度至中度污
染，局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川南大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川东北局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其余地区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臭氧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14日空气质量预报

吴冰清

C23 34
多云，有阵雨或雷雨
偏北风1- 3级

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马尔康
康定
西昌
攀枝花
广元
绵阳
遂宁
德阳
雅安
乐山
眉山
资阳
内江
自贡
宜宾
泸州
南充
广安
巴中
达州

阵雨转晴
阵雨转晴
阵雨
阵雨
晴
晴
晴
晴

阵雨转晴
阵雨转晴
阵雨转晴

晴
雷阵雨转晴
雷阵雨转阵雨
雷阵雨转阵雨
雷阵雨转阵雨

晴
晴转阵雨
晴转阵雨

晴

12-24℃
12-17℃
19-28℃
21-29℃
24-34℃
24-34℃
25-36℃
24-34℃
22-31℃
24-33℃
24-34℃
25-35℃
25-35℃
26-35℃
25-34℃
25-34℃
26-37℃
26-36℃
25-34℃
26-37℃

晴
晴

阵雨转晴
阵雨
晴

晴转阵雨
晴转阵雨
晴转阵雨

晴
晴转阵雨
晴转阵雨
晴转阵雨
晴转中雨

雷阵雨转中雨
雷阵雨转中雨
雷阵雨转中雨
晴转雷阵雨

雷阵雨转中雨
雷阵雨转晴
晴转阵雨

12-26℃
11-19℃
18-29℃
21-29℃
25-34℃
25-35℃
26-36℃
26-35℃
23-34℃
25-34℃
25-36℃
25-37℃
26-36℃
26-37℃
25-36℃
25-34℃
26-37℃
26-36℃
26-35℃
26-37℃

今日
限行 2 7
明日限行 3 8

龙泉部分
1、龙泉驿供电公司：8 月 14 日 7：

30—20：30，龙泉驿区西河镇天赋龙庭小
区、永丰家园施工用电

2、龙泉驿供电公司：8 月 15 日 7：
00—19：30，龙泉驿区大面镇洪河城市花
园、青台绿阁

3、龙泉驿供电公司：8 月 14 日 7：
30—19：30，龙泉驿区东风渠专变、天兴
山田

新城部分
新城客户服务分中心：8月14日7：

00—19：00，成都市天府新区正兴街道秦
皇苑小区、官塘村、火石岩村、钓鱼嘴社
区、凉风顶社区、欣怡佳苑、地铁芦角村站
临时施工用电、正兴电视台

双流片区
双流供电公司：8月17日8：00—20：

00，棠湖柏林城小区、成都信腾投资有限
公司

温馨提示：
1、最新停送电信息请查询“95598网

站”、拨打“95598热线”，或下载“掌上电
力”APP查询。

2、请提前做好关闭户内电源总开关，
避免突发停送电源造成室内电器受损或
电脑数据丢失。

3、有养观赏鱼的业主注意停电期间
水温、水质变化。

国网天府新区供电公司

2018年第33周
停电计划

▶进展◀
被德牧咬伤少年获赔4000元
伤者家属：医药费都还不够

13日上午10点，小侯父母、狗主人
赵某全还有两名物业人员来到成华区
万年场街道办的信访工作室，在万年场
派出所民警和街道办人员的陪同下进
行赔偿等相关事宜的商议。“商议之后，
他们那边（狗主人一方）给了第一笔钱，
4000元。”在上午的调解工作后，小侯
爸爸告诉记者，原本双方商议的金额为
10000元，“但是赵某全说自己现在没
工作，这4000元都是借的。”

对于儿子的治疗问题，小侯爸爸粗
略算了一笔账。“今天下午收到医院的
账单，缴纳了2000多元，之前也缴纳过
2000多元。”他说，按照这样来说，第一
笔赔偿连孩子的基本治疗费用都还不
够。

对于商议的结果，小侯爸爸不是很
满意。“小孩的医药费、营养费、心理辅
导费，还有娃娃的耳朵（整容）费用，这
些应该是要有的。”他说，之后的赔付相
关事宜已经委托了律师商议，“还要进
一步谈。”

▶调查◀
规范养犬执法难点：

界定难、执行难、处罚难

在本报此前的报道中曾提出疑问：
早在2010年就曾推出过犬只管理相关
条例的成都，为何到了2018年仍然执
法艰难？

对此，我们采访了相关管理部门一
线工作人员。他坦言，目前城市犬只管
理存在界定难、执行难、处罚难的多种
问题。他说，由于管理犬只没有国家或
省级层面的法律法规支撑，执法部门很
难对养狗人的行为作出明确界定，“违
反犬只管理条例，不算违法，只是违
规。实际工作中，一线工作人员对如何
进行处罚感觉头疼，多数情况下只能规
劝。”

“据我了解，部分郊区派出所已经
很久没有发狗证了。”该知情人士称，
由于管理犬只没有上位法支撑，城市
犬只的相关主管部门欠缺执法依据，
成为目前规范养犬的难点，“从预防
的角度，出台一个合乎逻辑、富有操
作价值的管理办法，形成规章制度，
对减少类似的‘狗咬人’事件，是有重
要意义的。”

“德牧犬咬伤少年”后续

规范养犬面临执行难处罚难
缺乏国家上位法支撑

8月13日，华西都市报报道了成都成华区华润二十四城小区内，一名13岁少年被一只
未拴绳的德国牧羊犬致犬伤Ⅲ级事件。13日上午，当事双方来到成华区万年场街道办就
赔偿一事进行商议。狗主人赵某全凑了4000元赔付给小侯爸爸作为医药费，伤人犬只的
狂犬病抗体检测还没有结果。

至于这起事件中，养狗人到底该负什么责任？相关管理部门一名一线工作人员称，由
于管理犬只没有国家或省级层面的法律法规支撑，执法部门很难对养狗人的行为作出明确
界定。“一线工作人员对如何进行处罚感觉头疼，多数情况下只能规劝。”

记者查询发现，近年来，一些
政协委员对城市养犬规范提出了
建议。山东省莱西市政协委员朱
化儒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建议，进
一步规范居民养犬行为刻不容
缓。他建议，由市政府出面，组织
相关部门，如畜牧局、公安局、执
法局、各镇（街）等，在全市范围内
开展犬类摸底、登记，出台养犬管

理办法，落实养犬人责任，文明养
犬。

湖北十堰市政协委员杨正良
曾建议，明确一个部门管理犬类动
物，负责流浪狗和市民养狗的管
理，组建专门执法队伍，加强犬只
免疫工作；同时，对犬只进行编号，
建卡并佩戴卡片，便于管理。

江西九江政协委员胡迪曾提

出对居民养犬进行立法，引导市民
文明养犬。他建议，加快对居民养
犬进行立法。在地方法规中明文
规定由公安部门牵头，卫生防疫等
部门配合，做好居民饲养犬的登
记、管理和防疫工作，规定对居民
养犬外出要佩戴口罩和链条，对伤
人的饲养犬要追究养犬人的相关
责任。

▶讨论◀
或可引入保险理赔机制？

中国也有宠物保险

在一些国家，关于人与动物关
系的探索，已经跨出了更多的试验
性步伐。我们来看看，其他国家有
哪些相对可行的措施。

德国规定，养狗之前主人和宠
物同进学校，考核合格还有“毕业
证”。美国每个州都会出台“烈性
犬名单”。针对那些性情暴躁和有
攻击性的狗，许多州都通过了《恶
犬法案》。根据该法，犬主人必须

在庭院明显处竖立标牌，提醒过往
行人注意；在公共场所，主人必须

“每时每刻”要为其戴上约束皮带
和防止咬人的口套，而且“任何时
候”都不能散养。一旦发现，执法
部门有权将其充公或者杀死，并且
要视情节轻重追查主人的刑事责
任，甚至可以判处其蹲90天监狱，
让主人“代狗坐牢”。同时，法律还
要求饲养这类狗的主人购买10万
美元的保险，以备在有人不幸被狗
咬伤时能支付赔偿费。俄罗斯则
要求，遛狗绳不能超过80cm。儿
童、医疗、拥挤地区等5类场所绝对
禁止遛狗。

事实上，中国也有“宠物险”。
如果上了“宠物险”，每年大多只需
数十元钱，一旦发生“狗咬人”的意
外，事主可以一次性得到上万元的
赔付。

国内首个“宠物险”是华泰保
险2004年底推出的“小康之家”家
庭综合保险，以附加险的形式，将
宠物责任纳入了保障范围；2005
年，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分公司推出了北京保险市场
上惟一一款以主险形式出现的《北
京市犬主责任保险》；此外，像人保
财险、平安财险也有类似的责任保
险险种。

多地政协委员曾提建议：

规范居民养犬行为

又是狗狗惹的祸？

妇女倒地昏迷
金毛冲撞所致？

事发地是小区监控盲区,家属急寻目击者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雪 戴竺芯见习记者 姚箬君 摄影报道

李玉兰昏倒后，邻居及工作人员帮忙送医。

寻
找
目
击
者
的
告
示
。

事发后，华润二十四城小区内仍有人不牵绳遛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