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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狗丢失 女孩遭遇挑衅式“讨价还价”

上门讨狗 揪心一幕：狗摔下楼死了

11日下午，封面新闻独家发
布的“疑索贿不成摔死小狗”一
事，在全网超过 5000 万人次阅
读。这意外揪心的一幕，整个过
程到底发生了什么？医生说高坠
伤死的，那么是不是被谁摔死

的？如果是摔狗，嫌疑对象指向
谁？封面新闻记者昨日下午返回
发生这揪心一幕的女子租住小
区，尽可能还原事情的经过。但
此事最核心的当事人何姓女子仍
然一直关机。

1日中午，成都龙泉
驿区一家宠物医院。21
岁南充女孩小吴抱着一
条小狗失声痛哭，怀里
的小狗尚有体温，全身
耷拉，医生抢救一番后
宣告狗已经死亡。

11日上午，苦寻丢
失爱犬已超过半个月的
小吴，在和捡养人网络
沟通十多天后，几经周
折亲自上门讨还自己
的爱犬，结果却出现了
揪心的一幕：狗最终在
捡养人那栋楼下躺着，
嘴角流血，还在抽搐，急
送医院抢救，没有抢救
过来。

这揪心的一幕，整
个过程到底发生了什
么？医生说高坠伤死
的，那么是不是被谁摔
死的？如果是摔狗，嫌
疑对象指向谁？记者尽
可能还原事情的经过。

进展>>>

四川师范大学辟谣：
非我校教职工

此事报道后，一些网友
在网上说何某是四川大学的
教职工。昨日下午，四川师
范大学官方微博发布声明辟
谣。经核实，何某非该校教
职工。

警方：
已展开核实调查

事发地在龙泉驿区，成
都龙泉警方对此事高度重
视。昨日下午，龙泉警方第
一 时 间 对 此 事 进 行 了 回
应。针对网上反映的“女孩
讨要丢失爱狗未谈拢酬金，
柯基狗疑被捡狗人丢下楼
摔死”的情况，公安分局高
度重视，已开展调查核实工
作。公安机关将根据调查
结果依法处理。

时间：12月23日

小吴在成都上班，目前住在
成都东门一个小区。半年前，她
养了一只可爱的柯基犬，取名

“莱恩”。半年相伴，她和莱恩产
生了很深的感情。“莱恩特别乖，
每次我下班回家，它都要在门口
迎接我，特别通人性。”

2017 年 12 月 23 日，她下班
回家，发现莱恩竟然不在家里。
自己住在一楼，她开始猜测莱恩
从窗户栏杆钻出去玩去了。当

晚，她发现莱恩还是没回来就急
了，在小区到处打听寻找。结
果，门卫告诉她：狗被他发现了，
以为这狗是外面跑来的没人要，
他就送给小区两个小伙子了。”

小吴赶紧通过门卫找到了
这两个小伙子。结果小伙子说，
狗太吵闹了，被他们送人了。追
问之下，小伙子说，拣拾人是一
个家住龙泉洪河的30多岁女子，
并给了联系方式。

记者从小吴的手机查看发
现，本是陌生路人的两人，因为
丢狗一事，在24日凌晨加了微信
联系上了。

两个人断断续续保持着微
信对话联系，话题只有一个，关
于狗的事情。小吴告诉记者，双
方肯定了那只狗正是自己丢失
的莱恩。从去年12月24日持续
到今年1月11日。两人的聊天记
录显示，贺莉一直不愿归还，几
次三番有挑衅式讨价还价的言
论。

记者从聊天记录看到，大概
是对方看到小吴讨狗心切，便言
语“进攻”意味明显，甚至有一些
恐吓、要钱、挑逗、奚落小吴的言
论。

在 24 日初步接触时，贺莉
说：“我对狗一般态度，心情好做
好的，心情不好，踢两脚。”“我家
养的动物换了几轮了……明天
给你拍个兔子的照片，养大了，
她（贺莉的小女儿）不喜欢就杀
来吃了。”

小吴在对话中，多次央求，

希望对自己的莱恩小狗好一
点。从聊天记录看，贺莉多次明
确，要求小吴“转生活费过来”

“给你喂好点”。在几次明确提
出要钱的聊天过程中，贺莉不知
出于什么原因，对小吴有挑逗戏
弄的意味：“你有很多钱嘛，很多
吗？”“我问她(小女儿），要活的还
是死的，一句话……我女不喜欢
了 ，就 杀 了 啊 。 目 前 很 喜 欢
……”

在长达半个月的沟通中，小
吴多次请求返还，也提出可以买
一条其他狗去换，贺莉开始也答
应，表示“你去买条送我嘛。不
要歪的。”小吴当时也承诺过，只
要是1万元以内的价格，她就接
受。

在聊天记录上，1月9日，两
人因为多日的沟通没有结果，小
吴有点生气，表示会把这个事情
拿给更多的网友评理。她把自
己的遭遇通过微博发到了网上，
贺莉知道后很“不爽”。1月9日，
两人再次沟通时，贺莉说，“给你
发一个火烤狗肉的视频”。

小吴说，自己低声下气，好
说歹说，求了半个月，最终发现
对方根本就不想归还，而且一直
在耍她。她把自己的遭遇发了
微博后，有热心网友根据贺莉提
供给小吴的视频进行对照，确认
是在洪河地铁站附近一个小
区。于是，11日上午小吴决定找
上门讨要。

11日上午10点左右，记者跟
随小吴一起到小区打听，找到了
贺莉位于6楼的家。反复敲门后，
却一直不开门，小吴喊莱恩，听到
了屋内有狗叫的声音，小吴激动地
说，这就是自己的莱恩在叫。

随后，小吴拨打 110 报警。
民警到场后，最终门开了，开门
的正是一位30多岁模样的女子，

家里还有一个小女孩。女子拒
不承认自己家有狗，双方在门口
还吵闹了一番，女子情绪激动，
扬言让你们随便进屋找，门也不
关带着小女孩匆匆离开了。

大概几分钟后，谁都没想到
的情况突然就出现了：在所住楼
栋下方地面上，小吴在这里发现
了一条嘴角流血的狗，还在抽
搐。她上前一看，顿时嚎啕大
哭，躺在地上的狗，居然就是她
苦苦寻找的莱恩。

她立即抱着奄奄一息的莱
恩赶往附近一家宠物医院抢
救。最终经过抢救，狗因为伤势
过重而死了。记者在该宠物医
院采访了医生，医生明确的说，
这条狗的死亡原因就是高坠伤。

记者重返小区后，通过努力，
获得了几段监控视频。10 日当
天，当事女子何某和女儿带着小
狗乘电梯回家，小狗正是柯基犬
莱恩。11 日警察从何某家出来
后，她和警察一起电梯下楼，有想
提前关电梯不让小吴同行的动
作。小区门口监控也同时记录
了，发现受伤爱犬后，小吴和朋友
抱着摔了的狗飞奔出小区抢救的
镜头。

在小狗摔落的水泥地处，正
上方正是何某住房的卧室窗户，
地上还有血迹，记者在这里找到
了当时现场发现的新鲜结绳，上
面还有血迹。在柯基犬落下几
米的地方，还发现了一个狗窝，
狗窝的枕头散落一地。从结绳
上看，这个结绳的连接处都是新

鲜的，应该是刚刚被人打结。结
绳大概4米长，用小孩的一条裤
子、围巾、狗绳等打结而成，上面
有一块布，浸满了血，摸起来完
全湿透。

当时和小吴一起最先发现被
摔小狗的一位网友猜测，可能见
民警到场，何某担心狗叫对自己
不利，对狗采取了禁声的一些手
段，并绑住拖到窗台外。整个过
程中，小狗究竟是被故意摔到楼
下的还是结绳发生了滑落，这个
也许只有何某自己清楚。

到记者发稿时，记者一直努
力拨打何某的电话，但一直显示
关机。小吴也透露，对方到目前
也没有和她有新的联系。

（封面新闻记者 李逢春 见习
记者 何方迪田之路 摄影报道）

昨天上午，民警到场后，当时
只有小吴被允许一起进入屋内。
小吴说，何某开门后，自己和警察
进了她的屋子，“之前我听到莱恩
在叫，但我找了一圈，却没有看到
狗狗，当时觉得奇怪。”

“你要不要在家附近找下，
周围狗也比较多。”经民警提醒，
小吴便和朋友下楼寻找，结果发
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果真在何
某家楼下的水泥地板，找到了浑
身是血的小狗，小吴一眼就认出
就是自己苦寻的莱恩。“莱恩，我
来了，我来带你回家了”小吴一
边抚摸着莱恩的身体，一边哭。

在小吴抱着莱恩赶到附近的宠
物医院进行抢救后，莱恩最终不
治身亡。

在昨天上午记者赶到何某所
住房间的时候，曾经和她一起下
楼。在短暂的接触时间里，记者
打量了何某，她大概30多岁，当
时穿一件红色的外套，戴的近视
眼镜镜片很厚，带着一个大概三
四岁模样的女孩子。当时记者曾
经就此事向她采访询问，但她不
回答任何问题。警察表示要她配
合调查，她当时脾气不好，说自己
不会去配合调查，而后，她就带着
小孩匆匆离去。

发生了什么>>>

隐藏时意外脱落？故意摔死？

狗狗摔死处发现新鲜结绳

记者曾当面问当事女子
她拒不回答任何问题

发现结绳
究竟是故意摔死还是意外成谜

爱犬丢了
门卫私自送人 狗主人找到了捡拾者

时间：12月24日-1月11日上午

微信讨还
遭遇“挑衅式讨价还价”对方称要火烤狗肉

时间：1月11日上午

上门讨狗
结局很悲惨 狗狗竟然高坠伤死了

小吴抱着奄奄一息的狗狗

在楼下发现摔伤的狗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