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非洲象牙，80元一克，雕
工不错”、“极品犀牛角夜光杯”……从
2013年10月起，曾经是女演员的杨晓
晓（化名），在微信朋友圈里会时不时挂
出一些销售犀牛角工艺品、象牙制品及
盔犀鸟头制品的小广告，并将这些精美
的工艺制品卖给朋友涂月川等人。由
于犀牛角、象牙、盔犀鸟头冠骨均属于
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
品，明令禁止私自销售购买。为了保
密，杨晓晓和涂月川的交易多靠网络支
付或银行转账完成。2014年9月，四川
省森林公安指挥破获一起非法收购、出
售、运输犀牛角、象牙等珍贵、濒危野生
动物制品的系列案件，杨晓晓正是其中
一人。该案共扣押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制品1200余件，涉案金额达300余万
元，是近10年来四川境内破获的涉案金
额最大的珍稀野生动物工艺制品案件。

微信生意
一天卖3件总价81万元

“刚拿到的鸟头，珍贵盔犀鸟的头，
只剩两个，价格低暴了啊。”2013年10
月21日，杨晓晓在微信朋友圈发布了一
条信息，并配以两张图片，橘红色的手
串和吊坠颜色鲜艳，雕刻细致。这条朋
友圈信息引起了好友涂月川的兴趣，很
快，杨晓晓以9000元的价格将其中一
件鸟头制品卖给了涂月川。

在接下来的4个月里，杨晓晓几乎
每个月都会与涂月川进行象牙制品、犀
牛角制品交易。仅在2014年1月5日
一天，杨晓晓就将一个犀牛角材质的碗
具、一只犀牛角材质的杯子和一尊象牙
的观音雕摆件卖给涂月川，总价高达81
万余元，获利32万余元。

为了保密，杨晓晓和涂月川的交
易多靠网络支付或银行转账完成，直
到去年6月，这一笔笔的秘密交易才逐
渐浮出水面。

转手交易
买卖双方共有11人落网

去年7月，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森
林公安查获一起非法购买及销售犀牛
角制品、象牙制品、盔犀鸟头冠骨制品
的窝点，这些工艺品被销往全国20多个
地区，该案的犯罪嫌疑人陈勇正是杨晓
晓的供货商。

2013年10月，杨晓晓认识了一位
名为“一红二黑三白”的网友。在雅玩
界，“一红二黑三白”分别特指盔犀鸟

头冠骨、犀牛角和象牙。后来，杨晓
晓通过该网友结识了莆田市专门做
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生意的陈勇，并多
次购买这些工艺品，转卖给成都地区
的其他买家。

经过摸排调查，去年9月，四川省森
林公安破获一批非法收购、出售、运输
犀牛角、象牙等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
品的系列案件，抓获包括杨晓晓在内的
犯罪嫌疑人11人（7名中间商，4名买
家），扣押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1200
余件，涉案金额达300余万元。这是近
10年来，四川境内破获的涉案金额最大
的贩卖珍稀野生动物工艺制品案件。

雕工精美
犀牛角小碗要价20万元

1月5日，记者在眉山市森林公安
局办公室见到了被追回的一部分濒危
野生动物制品：4根长约35厘米的白色
象牙雕刻摆件、3只犀牛角材质的小碗、
一个长度约20厘米的犀牛角雕刻摆件，
以及两块橡皮擦大小的盔犀鸟鸟头挂
件。除了3只犀牛角材质的小碗外，其
余的制品上都雕刻了精致的花纹和图
案，弥勒佛、观世音的形象栩栩如生。

民警介绍，3只犀牛角材质的碗和一
个杯子共计0.821千克；4尊象牙观音雕
摆件共计3.692千克，“这些是杨晓晓卖
给涂月川和其他买家的其中一部分，她
要价很高，一只犀牛角材质的小碗，杨晓
晓就要价20万元。她的涉案总金额达
到130余万元，非法获利近45万元，是涉
案人员中金额最大的。”民警说。

根据《刑法》第341条规定，非法收
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
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20万元以上
或非法获利10万元以上的，属于情节特
别严重的，将被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

28岁的她
曾经在影视剧里出过镜

据参与办案的眉山市森林公安民
警透露，今年28岁的杨晓晓曾是成都某
大学影视学院的学生，毕业后便向娱乐
圈发展，曾在一些电影电视剧中出过
镜，也算是小有名气。

两年前，杨晓晓从北京回到成都
后，与朋友合伙开了一家饰品店，主要
销售玛瑙珠串、琥珀饰品等小玩意。
2013年，杨晓晓认识福建莆田的“文玩
卖家”陈勇之后，便开始销售象牙制品、
犀牛角制品等。“她先将陈勇发布在微

信朋友圈或网络上的濒危野生动物工
艺品广告信息，转发至自己的朋友圈，”
民警说，如果买家有购买意向，再向福
建的陈勇要货，“交易基本都是网上支
付，杨晓晓不会存货，货到手后立马转
给买家，可以赚一倍，相当于空手套白
狼。”目前，杨晓晓涉嫌非法收购、出售、
运输象牙、犀牛角等珍贵、濒危野生动
物制品被移送审查起诉。

民警说，除了杨晓晓采取的网络交
易方式外，被抓获的犯罪嫌疑人中也有
在成都市青羊区送仙桥古玩市场打着卖
猛犸象牙制品旗号，暗地交易象牙工艺
品、犀牛角制品及盔犀鸟制品的商家。

缘何铤而走险
犀牛角黑市价贵过黄金

在这一案件中，杨晓晓获利的45万
元，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动辄数十万元的
犀牛角制品。正是因为犀牛角黑市价格
贵比黄金，才让不法分子们铤而走险。

国家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
成都办事处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国境内
已经没有野生犀牛，最后一只犀牛1922
年因人类猎杀而灭绝。犀牛角工艺制
品更是早在1993年就被明令禁止。就
连曾被国家批准的中药药典上，有关犀
牛角入药的内容也被全部删去。因此，
国内所有的犀牛角交易都是非法的。

资料显示，2011年，仅在南非，就有
22名偷猎分子在猎杀犀牛时被枪杀，另
有超过200名偷猎者被逮捕。但在黑市
上，尽管犀牛角价格浮动较大，但2012
年在越南的黑市交易市场，一克犀牛角
的单价已经最高卖到了133美元，是当
时国际黄金价格的两倍。

“盔犀鸟属于濒危动物，亚洲象是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连同非洲象被列
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附录Ⅰ》，明令禁止销售、购买等，”该
负责人称，我国对于象牙制品的生产
和买卖管理都非常严格，象牙销售必
须持有《象牙指定销售场所许可证》，

“目前四川地区没有一家允许加工销
售象牙的厂家，而在全国范围来看，正
规厂家也屈指可数。”

据该负责人介绍，象牙有非洲象
牙、亚洲象牙以及猛犸象牙之分。现在
的猛犸牙多来自于西伯利亚和阿拉斯
加等地的冻土层中。而非洲象和亚洲
象均已被列入前述《附录Ⅰ》，受到国际
公约和中国法律的约束，象牙的买卖和
进出口都受到严格的限制。（注：文中犯
罪嫌疑人均为化名） （华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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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月6日讯（记者卫小
林）今天上午，由王家卫执导的《一代宗
师3D》版本在海口中影南国影城举行
海口首映式，海南业内人士及媒体记者
观看了这部根据王家卫两年前拍摄的
同名电影的立体版本。

比起两年前的2D版本，《一代宗
师3D》的故事进行了小部分的增加或
删减，比如梁朝伟饰演的叶问和章子怡
饰演的宫二小姐的心路历程，就在立体
版本中有了进一步的解剖；而王家卫在
两年前的2D版本中曾经“留白”过的
一小部分内容，在立体版本中也揭晓了
答案；张震饰演的一线天的故事也有了
大幅调整，第一版中的内容全部省略，
从而增加了一线天与叶问之间的一场

“剃刀与筷子”的决战戏。
片方博纳影业集团海口办负责人告

诉记者，《一代宗师3D》原定去年10月
上映，但综合考虑该片特点和博纳影业
集团全年的排片部署，最终将该片调档
至2D版本上映两周年纪念日——2015
年1月8日上映，旨在为新年贺岁。

对于为何在短短两年后就“重复”
上映、区别仅在2D和3D的问题，片方
负责人表示，导演王家卫强调两部影片
并不重复，故事是相辅相成的，两年前那
样表现叶问、宫二、一线天，今天又为何
这样表现？因为他不想把自己的片子拍
成“楷书”，一笔一画都清晰无误，而是想
拍成“行草”，有些一知半解的感觉，这样
可以让观众有充足的想象空间。

新华社北京1月5日电（记者白
瀛）徐静蕾5日在京宣布，她执导的新片
《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定档2月
14日。影片由王朔编剧，故事穿梭在捷
克首都布拉格和中国之间，讲述发生在
一对男女之间“不老的爱情故事”。

徐静蕾介绍，片中，白领金天（王
丽坤饰）因男友悔婚、奶奶去世伤心万
分，误打误撞来到捷克首都布拉格，想
用逃避来抚平内心创痛；彭泽阳（吴亦
凡饰）此时出现，一段奶奶尘封的爱情
也慢慢在她面前展开……

对选景布拉格，徐静蕾表示，如果
爱情是一座城市，那么这座城市就叫
布拉格，它是全世界的爱情圣地，代表
爱情终极的状态；虽然是旅游城市，但
并不那么商业，很多地方保留了城市
原本的味道。这里也是吸血鬼故事的
起源地，吸血鬼是“不老”和“不死”代
名词，电影选择在这里取景，正好与这
种“不老的爱情故事”相得益彰。

新华社北京1月6日电 （记者涂
铭 熊琳）记者6日获悉，北京市东城区
人民法院9日将公开审理陈祖名（别
名：房祖名）容留他人吸毒案。

2014年12月22日，北京市东城区
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容留他人吸毒罪对
陈祖名提起公诉，当日即获法院受理。

2014年8月14日，北京警方在东
城区将陈祖名、柯震东及助理孙某等多
名涉毒人员查获。随后，陈祖名因涉嫌
容留他人吸毒罪被刑事拘留，柯震东因
吸食毒品被行政拘留。经初步审查，陈
祖名、柯震东承认了吸食毒品大麻的违
法行为。警方随后在陈祖名住所内缴

获毒品大麻100余克。
根据刑法规定，对于容留他人吸

食、注射毒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

今年28岁的女演员杨晓晓（化名）曾是成都某
大学影视学院的学生，毕业后便向娱乐圈发展，并
已在一些影视剧中出演过角色，也算是小有名气。
然而她因非法倒卖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
动物制品，最终被警方抓获并被移送审查起诉。

徐静蕾新片定档情人节
讲述“不老爱情故事”

《一代宗师3D》海口首映
1月8日全国正式公映

成龙捐献古建
成新科大新校园地标

房祖名涉嫌容留他人吸毒罪
将于9日出庭受审

新华社新加坡1月6日电（记者陈
济朋）据新加坡媒体6日报道，新加坡
科技设计大学（新科大）今年将启用新
校园，中国著名功夫影星成龙捐赠的4
栋明清古建筑成为新校园地标。

新科大新校园位于新加坡东部，与
樟宜机场和博览馆等设施相距不远。新
校园将于5月8日正式启用，成龙捐赠的
古建筑复建工作将在此之前完工。新加
坡《联合早报》说，这些古建筑为这所“现
代化校园注入了中华传统风情”。

这些古建筑包括一个戏台、一个二
重亭和两栋浙江古厝。戏台和二重亭
位于宿舍与学术楼之间，已完成安装，
可供演出和休闲之用。两栋浙江古厝
靠近学生和教师宿舍，周围以池塘环
绕，可作为举办活动的场地。

成龙2009年决定将其珍藏的4栋
古建筑捐赠给新科大。新科大2011年
接收古建筑后，开始策划组装和保修工
作。古建筑的所有部件间不用任何钉
子，像积木一样组装起来。除屋瓦外，

这些古建筑有约4000个构件，包括梁
架、柱子等。

新科大希望古建筑能成为“活教
材”，让学生更了解古人的建筑智慧。
担任古建筑重组工程顾问的新科大建
筑与可持续设计助理教授杨茳善说，
古楼的组装工程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建筑不能只供摆设，也应有实用价
值。两栋古厝会用来举办活动，因此

将安装冷气，并加上玻璃墙。古厝的
山墙也将开窗，让人们能从古厝里欣
赏外面池塘的景色。除了这些小改
良，古建筑保留了原来的面貌。池塘
的植物还没完全长成，相信校园启用
时，周围的景色会更美。

新科大是一所年轻的高等学府，也
是新加坡第四所公立大学，目前有
1000多名学生。

《中国好男儿》十强诞生
本报讯 上周五晚，暌违一周的《中国好男

儿》重新归来，拉开了决赛序幕。在首轮12进10
的比赛中，林辉瑝、李得嘉憾别舞台，留下的热亚
提、刘宇超、赵延龙、刘鑫、管栎、金瀚、老豹、林柏
叡、汪铎、贾征宇跻身全国十强。

在《中国好男儿》舞台上，不乏一些科班出身、
在专业才艺方面有一定造诣的优秀选手，比如舞
艺高强的“古典舞王子”孙剑飞、毕业于北京舞蹈
学院的魅力舞者张翼翔、第七届中国舞蹈荷花奖
表演金奖得主杨帅等，他们都曾凭借扎实舞功给
观众留下深刻印象，但最终都遗憾地早早止步。

总导演张一蓓解释称，《中国好男儿》归根结
底是一档选拔偶像的节目，和重专业技能的节目
不同，《中国好男儿》选拔偶像的标准复杂且充满
偶然性，既要看外貌才艺，更要看未来的可塑性
和是否具有偶像明星的潜力，因此，只有具备偶
像明星气质的选手才会更有竞争力。 （钟新）

跑男团新年首秀亮眼
本报讯 上周，《奔跑吧兄弟》（简称跑男团）

迎来了2015年开年第一期节目，“神秘嘉宾”的出
现更让观众觉得跑男团的表现亮眼。

在跑男团中，angelababy是唯一的女孩子，
除了表现机智外，她也在节目中化身中国好女
友，在看见跑男团成员跑到黄晓明海报前时，跑
过去双手横在海报前大喊“不许欺负他，他是我
的”，让无数网友点赞，更有网友说，在跨年晚会
上就从她的眼神中看到了满满都是爱。

自跑男团开播以来，就有网友大呼“节目的
播出除了看见美，也看见了一个充满智慧的ba-
by”，而baby的智慧也在每期节目中愈加显现。
在指压板环节中，只有baby及时提出了解决措
施，让“团长”邓超也在节目中大赞baby充满智
慧，更赢得观众称首秀亮眼。 （欣欣）

《何以笙箫默》10日开播
本报讯 新年伊始，由钟汉良和唐嫣领衔主

演的《何以笙箫默》将于1月10日起在江苏卫视
惊艳开播。

据介绍，这部改编自顾漫同名小说的电视
剧，相信很多书迷都已期待已久，何以琛和赵默
笙这对主人公的爱情幸福开场，也将给新的一年
增添荧屏的甜蜜温馨。

自筹拍之日起，这部人气作品的人选就是粉
丝们关注的焦点。有趣的是，小说《何以笙箫默》
的电视和电影版，居然上演了一场“闺蜜对决”：
唐嫣出演电视版，杨幂出演电影版，粉丝口中的

“幂糖夫妇”将同出演一个角色，到底谁演得更
好，将引发粉丝热议。 （欣欣）

浙江卫视主打益字牌
本报讯 2014年凭借《奔跑吧兄弟》、《中国好

声音》、《十二道锋味》、《爸爸回来了》等多档高收
视、好口碑综艺节目大放异彩的浙江卫视，2015
年在920（每周日到周四晚间21：20分—22：00）
节目带上也重拳出击，主打益字牌。

据介绍，今年的920节目带上，浙江卫视将推出
一新一旧两个节目联袂登场。一个是放眼中国历
史，用幽默短剧解释成语典故的《原来是这样》，短小
精悍却又让人脑洞大开；同时将对原来的《中国梦想
秀》进行全新改版，变成日播节目在920节目带上播
出，2015年将有更多感人的追梦故事上演。

其中，《原来是这样》将视线落在历史趣事上，
由华少和沈涛联袂主讲，将邀请到马伯庸、袁腾飞
作节目专业顾问，内容涉及各朝代、多领域，用趣
味短剧形式呈现，寓教于乐，公益先行。 （欣欣）

王志江苏重拾话筒
本报讯 由江苏卫视王牌访谈节目《人间》团

队打造的民生纪实访谈节目《人间真情》，将于1
月7日晚在江苏卫视首播，每周三、周四播出。近
7年数度转换身份的前央视主持人王志又重拾话
筒，倾情出任《人间真情》节目主持人。

据介绍，该档节目背后的团队人员组成比较
特别，由江苏卫视《人间》节目组和前《真情》节目
组组成。《人间》作为中国第一个事件类栏目，一
经播出，便稳坐多年同时段收视冠军的宝座。而
《真情》也曾是一档优秀的平凡百姓感情生活访
谈纪实节目，两大节目团队曾经是竞争对手。如
今，这两个颇有渊源的团队联手合作，一举组成
了卫视平台最强的访谈节目组，联手为全国观众
打造《人间真情》。

据了解，该档节目将以“正在发展的故事，共
同经历的情感”为主题，将让观众感受到镜头下
芸芸众生表象后的真实人性。由百名编导共同
打造的全景纪录式节目，通过独特又平民化的选
题，讲述你我的中国梦故事。

张庭加盟《因为是医生》
本报讯 由浙江卫视与乐正传媒联合原创出

品的国内首档医疗人文真人秀节目康恩贝《因为
是医生》，除还原真实医生生活外，“明星妈妈”角
色的引入也让观众称道。1月7日晚开始，一位全
新的“明星妈妈”张庭将加盟《因为是医生》。

著名演员张庭号称“中国台湾第一酒窝美
女”，她在近期热播的《武媚娘传奇》中饰演高贵
妩媚的狠辣角色韦贵妃一角，让更多人开始熟悉
她。与7位医生一起生活，张庭表示“我会像知心
姐姐一样和他们交流，经常跟他们聊天，也会拿
一些我的养生知识和他们分享，我希望能做他们
心灵上的伙伴。”

一向不怎么关注娱乐节目的医生首次见到张
庭是什么反应？“辣妈”张庭跟医生间还会擦出什
么样的火花？答案都将在节目中揭晓。 （欣欣）《有一个地方》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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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演员朋友圈非法卖犀牛角被抓
已被移送审查起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