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跨省买罂粟种植

两人分别领刑

本报讯 日前，盘州市人民法院

公开开庭审理了盘州市人民检察院

提起公诉的被告人卢某、 朱某犯非

法买卖、运输毒品原植物种子案。据

悉，卢某、朱某曾跨省到云南购买罂

粟苗和罂粟种子准备带回家种植，

结果被警方查获。

经查明，去年 3 月 15 日，在云

南省富源县后所镇街上， 卢某在朱

某的帮助下， 在街上向一名男子购

买了罂粟种子 1千克。随后，卢某自

己又向一妇女购买了罂粟苗 38株。

随后， 卢某让朱某将购买的罂

粟苗和罂粟种子带回家。 当朱某乘

车途经盘州市盘关镇花木树村糯瓦

口子时， 被盘州断江派出所民警查

获。 经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

研究所鉴定， 警方从朱某身上查获

送检的种子符合罂栗属罂栗种的种

子形态特征， 确定该样品为罂粟种

子，发芽率为 39.7%�。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卢某、

朱某违反国家规定，非法买卖、运输

未经灭活的罂粟毒品原植物种子 1

千克，数量较大，二被告人行为已构

成非法买卖、 运输毒品原植物种子

罪， 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成

立。本案系共同犯罪，卢某在犯罪过

程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朱某在犯

罪过程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由于

两人被抓获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

行，依法给予从轻处罚。 对此，依照

相关法律规定， 法庭当庭判处被告

人卢某有期徒刑十个月， 并处罚金

人民币 2000 元；判处被告人朱某有

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 1000元。

（唐明春 本报记者 高松）

本报讯 8 月 9 日晚，遵义道真

县城遭遇暴雨袭击， 部分路段出现

内涝。接到报警后，当地消防官兵冒

雨出动排洪，经过 1 个多小时努力，

事发路段积水消退。

当晚，道真县城降下超过 70 毫

米的暴雨。 20时 15分左右，道真消

防中队接到群众报警称， 县城芙蓉

江路发生洪涝灾害事故。 接到报警

后，消防官兵赶赴现场了解获知，该

路段因地势低洼，加上排水不畅，暴

雨来袭后，四周洪水涌至此地，导致

洪水一时无法排出形成内涝， 影响

车辆通行。如果洪水进一步上升，则

有可能漫至街边门面内。

在现场， 消防战士在洪水中摸

索，将积水街道的下水道盖打开，加

大流量排放， 同时将两台手抬机动

泵安置在不同区域进行快速抽水。

经过 1 个多小时的努力，积水退去，

该路段恢复正常通行。

（王俊 本报记者 黄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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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0 日，中美德足迹考察队

的专家学者宣布：他们在贵州省仁

怀市茅台镇下侏罗统发现了大规模

的恐龙足迹群。

据悉，该恐龙足迹群为一群蜥

脚类恐龙在不同时段留下，是我国

侏罗纪早期规模最大的蜥脚类足迹

群。 该发现对研究中国侏罗纪早期

恐龙动物群的分布与演化，有着重

要意义。 且该项研究论文，已发表

在国际知名地学期刊《Geoscience�

Frontier》（地学前缘）上。

2013 年夏，茅台镇赤水河畔的

钓鱼台酒业公司在建设制酒车间

时， 考虑到其后侧边坡地带岩层不

够牢固，遂对边坡进行清理。 清理

至下部半米时发现一个完整的岩石

平面，质地坚硬，有许多凹凸，为深

浅不一的印痕。

去年夏，该公司员工郭松波看

到贵州习水恐龙足迹的报道后，认

为后山的凹坑可能是某种恐龙的足

迹，并多方联系到邢立达副教授。

“我看到郭松波提供的照片后

非常激动，这些足迹是典型的侏罗

纪早期蜥脚类恐龙所留，这些足迹

非常罕见，” 邢立达回忆道，“该地

恐龙行迹的间距非常狭窄，足爪痕

迹较长，这是典型的早期蜥脚类恐

龙行迹特征，也与中国西南，如云南

禄丰等地发现的此类骨骼化石相吻

合。 ”（本报曾报道）。

邢立达随后两次组织国内外专

家学者前去考察。

该研究由中国地质大学 （北

京）的邢立达副教授、汤冬杰副教

授、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足迹博物

馆馆长马丁·洛克利 （Martin� G.

Lockley）教授、德国古爬行及两栖

动物博物馆亨德里克·克莱因

（Hendrik� Klein）教授，以及国家

古生物化石专家委员会委员，自

贡恐龙博物馆前馆长彭光照研究

馆员， 研究部主任叶勇研究馆员

等学者共同研究。 论文发表在国

际 知 名 地 学 期 刊《Geoscience�

Frontier》（地学前缘）上。

蜥脚类恐龙是著名的恐龙分

支，在各大陆都有发现，包含南极

洲， 它们的特点是具有小型头部、

长颈部、长尾巴、以及粗壮的四肢。

蜥脚类恐龙是目前已知陆地上出

现过的最巨大的动物，包括许多知

名的属，如雷龙、腕龙、梁龙等。

研究表明，钓鱼台酒业厂内的

恐龙足迹点面积约 350 平方米，恐

龙足迹至少 250 个， 其中 97 个为

可辨认的行迹，剩下 153 个没有明

显的行迹。 足迹点所在的地层为

下侏罗统自流井组， 距今约 1.8

至 1.9 亿年前。

据专家介绍， 侏罗纪早期的恐

龙足迹尤其难得，而国内的侏罗纪

早期蜥脚类足迹只有四处，分别是

四川古蔺、自贡富顺，重庆大足和

贵州毕节。唯有钓鱼台的足迹是新

暴露不久，保存非常好，数量多，具

有重要的科研和保护价值。

钓鱼台酒业所有的蜥脚类恐龙

行迹近于平行， 这是一种恐龙群居

的证据。 而且，深、浅行迹各自集中

在相同的区域， 表明恐龙的大多数

活动是在短时间内完成的， 期间地

面未发生显著变化。 这些证据表明

了恐龙是群居生活。 “足迹表明至

少 14只恐龙在很短的时间内，跟随

着彼此， 穿过这片 20米宽的区域。

这些吃植物的恐龙体长约 5 至 6

米。 ” 权威恐龙足迹学家，马丁·洛

克利教授对记者说。

有趣的是，足迹面上还有一些

特殊的延长的趾痕，学者推断可能

是蜥脚类的游泳迹。 这种极为罕

见的足迹可能表明该地区在某些

时候被水淹没，一些蜥脚类恐龙游

泳通过此地，其脚尖刮到地面而留

下足迹。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的汤冬

杰副教授表示，这些恐龙足迹点岩

石层面上独特微生物构造表明，钓

鱼台酒业化石点当时很可能处于

半干旱的状态，这对生物的多样性

不利。 该种推断与世界上侏罗纪早

期的其他恐龙足迹证据一致，即早

期侏罗纪的蜥脚类足迹通常与半

干旱环境相关。 在这种环境中，区

域内可能存在重要的水源地，才能

吸引恐龙来到此地，并在湿软的地

面留下足迹。

目前， 考察队的专家正在与钓

鱼台酒业公司以及当地国土部门沟

通，制定保护方略，让这片罕见的足

迹群得到更妥善的保护， 并发挥更

大的科学与科普价值。

（本报记者 黄黔华）

中美德足迹考察队昨日宣布———

茅台岩壁印痕 确为恐龙足迹

距今约1.8至1.9亿年，目前此类足迹国内仅有四处，具有重要科研价值

河畔酒厂

岩石凹坑引关注

恐龙足迹

源自侏罗纪早期

足迹表明

至少14只恐龙走过

蜥脚类恐龙游泳复原图 张宗达 绘图

一个典型的恐龙足迹 邢立达 摄

岩壁上的恐龙足迹 邢立达 摄

本报讯 寒窗 12载， 这位自强

的苗家少女如愿以偿被中央民族大

学录取了。如今，她成为当地第一个

考取大学的苗家女子， 很多家庭都

将她当成教育子女的励志标杆。

蓬明连出生在龙里县湾滩河镇

石头村，从小，因为家庭子女多，上

小学四年级时，父亲病逝，为了照顾

他们三兄妹，母亲选择再婚。 后来，

她又被送到外婆家读书， 她在外婆

家的生活条件更加艰苦， 一方面缺

少母亲的关爱， 另外一方面她在那

里承担着放牛、砍柴、割草、插秧等

成年人的活，虽不堪重负，也因此养

成了她独立自强的性格。

在老师的教导与关心下，她从

慢慢喜欢上学习，到更加拼命的学

习，最终以 609 分的优异成绩被学

费全免的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

语言文学系录取，成为村子里的第

一位考取重点大学的大学生。

高考结束后， 她一直在县城打

暑假工， 争分夺秒地为上大学筹备

住宿费和生活费。每天 12小时的上

班时间，虽然很辛苦，但她觉得为之

付出很值得。 蓬明连说：“艰苦只是

暂时的。 在大学里，我要把书读好，

早日成长起来，让母亲过上好日子，

让妹妹接受到更好的教育。 ”

（潘希来 本报记者 张仁东）

逆境苗家女

自强奋进终圆大学梦

蓬明连在家帮母亲晾晒草药

下夜班后，蓬明连在台灯下学习

蓬明连展示她的录取通知书

暴雨导致县城内涝

消防抬抽水泵排洪

■新闻速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