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描能显示恐怖分子体内植入的炸弹。

新华社北京7月7日电 国防部新闻

事务局官员7日表示，中国军机在本国管

辖海域上空飞行， 完全符合国际法有关

准则。

据报道，日本防卫省联合参谋部称，

4日， 中国2架军机一度接近距钓鱼岛领

空仅60公里处，但均未进入“日本领空”。

日本航空自卫队从那霸基地紧急出动

F-15战机进行拦截。

国防部新闻事务局官员就此接受记

者采访表示： 中国军机在本国管辖海域

上空飞行，完全符合国际法有关准则。我

想强调两点：一是，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

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中国对

此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二是，近年来，

日本自卫队飞机在东海针对中国的侦巡

力度不断加大， 日方军用舰机对中方正

常海空行动长时间、近距离跟踪监视，极

易导致双方的误解、误判。我们希望日方

从中日友好和增进互信出发， 切实采取

有效措施，停止有关危险活动，避免和防

止海空意外事故的发生。

为隆重庆祝“七一”，163 医院从 7 月 1 日

起献礼， 开通报名电话 0731-88850608 接受

市民预约肛肠疾病普查。

肛肠疾病是最常见的一类疾病， 它患处尴

尬，让人有苦难言；它痛苦难耐，让人坐立难安；

它隐患多多，危害患者健康———现在，是结束它

的时候了！

在迎来“七一”的重要历史时刻，163 医院

将立足自身优势， 多个科室将联袂开展惠民医

疗行动，为隆重庆祝“七一”献上一份大礼。

据了解，目前 163 医院肛肠科、皮肤科、泌

尿外科、肝病科等多科室都已经启动惠民活动。

特别是在 2011 年 7 月 1 日至 8 月 1 日期间，前

往该院就诊的肛肠疾病等患者都可享受门诊免

挂号费、免肛肠常规检查费、免专家会诊费的优

免服务。同时，这期间在 163医院肛肠科治疗的

患者，每人还可享受手术费补贴 300元。

笔者了解到，163 医院肛肠科将为本次活

动开设专门的免费挂号处， 并安排专职导医为

市民提供“一对一”服务。

163 医院肛肠科主任透露说， 市民提前电

话预约免费普查名额后， 在预约就诊日凭预约

号到 163医院门诊三楼肛肠科门诊即可办理相

关手续候诊，省去排队等候的麻烦和不便。除享

受到免挂号费外， 包括重大疾病患者需要专家

进行会诊，连会诊费都免了。

昨日上午 10 点，163 医院门诊大楼三楼肛

肠科是人来人往。正在候诊的周先生称，自己患

混合痔六年， 曾在某专科医院做过痔疮切除手

术，术后却出现了漏粪、轻度失禁等症状，严重

影响了他的正常工作和生活。 他此次也是通过

媒体了解到 163 医院在开展免费体检活动，医

院安排了资深肛肠专家为患者亲诊， 就在第一

时间拨打了医院预约报名电话， 预约到了一个

专家门诊号。过来一看，没想到跟他有同样想法

的患者还有很多，这个活动太火爆了。

走访中，163 医院肛肠专家介绍说，当市民

发现有肛肠疾病方面的症状时， 应该及时到医

院检查和就诊，不要自己乱用药，也不要轻易相

信某些偏方。 由于很多人的错误观念或讳疾忌

医，往往到医院就诊的患者，大部分是属于症状

已经很严重，需要立即治疗。

163 医院肛肠专家还透露， 本次活动还有

不少“老患者”前来体检，他们大部分都是痔疮

再次复发，一部分人以前还做过手术，但是在一

开始就选错了治疗技术，导致术后再次复发。医

院将帮助这部分患者进行根治， 帮助他们早日

获得健康。

目前，163 医院继续接受广大市民进行电

话预约报名， 安排顺序采取先预约先体检就诊

的方式，医院肛肠科专家节假日不休息。免费项

目包括：挂号费、专家会诊费、肛肠常规检查费。

另， 在该院住院治疗患者每人还可享受手术费

补贴 300元。

免费普查范围包括：内痔、外痔、混合痔、便

血、结肠癌（良性）、直肠癌（良性）、肛瘘、肛裂、

肛周肿物、肛门肿块、肛门瘙痒、肛门流脓、肛门

潮湿、慢性腹痛、腹泻、腹痛、便秘等肛肠疾病。

献礼“七一”

163医院为市民免费查肛肠

红色七月开展惠民医疗

肛肠患者争相看名医

免费体检活动需要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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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信查询体育彩票开奖号码， 移动发 CP到 1066125666，

小灵通发 CP到 10661256，联通发 CP到 10621956，包月

定制 6元 /月，咨询电话：0731—84429019。

湖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1年 7月 7日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公告

排列 3、排列 5第 11181期

本期投注额：21601326元

中奖号码 5� � 9� � 9

投注类型 全国中奖注数(注) 单注奖金（元）

直选 5725 １０００

组选 3 4250 ３２０

组选 6 9975 160

中奖号码 5� � 9� � 9� � 9� � 6

奖 级 中奖注数(注)� � � � � �单注奖金(元)

一等奖 6 100000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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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选 5第 11181期 本期投注额：2002288元

奖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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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

中奖注数（注）

32

2763

54138

单注奖金（元）

17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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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号码：12 13 15 16 19

外交部发言人：

日本清楚南海海域实际情况

新华社北京7月7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洪磊7日表示， 日本长期以来是南海航行

自由的主要受益方之一，对南海海域的实际情况是清楚的。

有记者问，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外相松本刚明日前访华时，曾对当前南海形势

表示担忧，请问中方表明了什么样的立场？

洪磊说，在日前举行的中日外长会谈中，杨洁篪外长重申了中方在南海问题上

的原则立场， 强调中国和日本的周边海域以及亚洲周边海域的航道始终是畅通的，

航行自由是有保障的。

中国军机接近钓鱼岛，日本拦截

国防部官员：日舰机对中方跟踪监视极易导致误解误判

链

接

美国政府官员近期向航空运营商

发出警告， 要求严防新形式恐怖袭击，

提示航空运营商和机场安全管理方，恐

怖分子正在考虑借助“外科手术”将爆

炸物植入人体内部， 以躲避安全检查，

携弹登机并在飞行途中引爆炸弹。

手术或通过注射植入炸药

美联社6日报道， 美国国土安全部

官员上星期通报最新反恐情报。

7日出版的英国《每日镜报》自称获

得这份“保密备忘录”的副本。国土安全

部在备忘录中说，恐怖分子正考虑在人

体内植入爆炸物及引爆装置，植入部位

可以是腹部、臀部或者胸部，以躲避机

场安检仪器。另外，恐怖分子有可能以

注射化学物质的方式引爆炸药。

可能运用一些强化技术手段

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发言人金博

尔6日表示， 前往美国的旅客可能在登

机前须接受更加细致严密的安全检查。

按金博尔的说法，额外安检可能包

括安检人员与旅客间的“互动”、旅客可

能被要求做一些特殊动作等， 另外，机

场可能运用一些强化技术手段。

一个“玩具魔方”可引爆大型客机

英国航空安全专家耶茨表示：“人

体扫描仪器不可能深入检测到植入人

体深层次部位的装置。”

按现有炸弹技术和医疗水平，植

入炸弹引爆大型客机的

威胁客观存

在。

报道援引反恐专家的话说， 只需

200多克军用级炸药季戊四醇四硝酸酯

便可炸毁一架大型客机， 而200多克这

种炸药的体积只有玩具魔方大小，完全

可经由微创或小创口手术植入人体并

安全存在相当长时间。

2009年，沙特阿拉伯负责反恐事务

的内政部助理大臣纳伊夫亲王遭炸弹

袭击身亡。后经调查，实施这次袭击的

“基地” 组织成员将炸弹填入直肠内以

躲避安检， 而后在靠近亲王时自行

引爆炸弹。 ■凌朔

恐怖分子出新招：人体植入高爆炸弹

美国向各大航空运营商发出警告 前往美国的旅客将受到更细致严密的安检

6月18日，美国一名95岁的患病老

妇在坐飞机前的例行安检中, 被要求

去掉纸尿布。其女儿随后愤怒地向媒

体投诉。这名95岁的老妇患有白血病，

当时，她母亲在过安检时，安检人员

告诉我，我母亲的纸尿布有点湿而且

勒得太紧，无法完全检查到里面。”

于是，韦伯只能与母亲两个人去

旁边一个卫生间，把纸尿布脱下来。

事后， 韦伯专门给TSA写了一封

投诉信。“我明白安检的重要性，但是，

面对这样一位老人，你们难道不应该

变通一下吗？ 人的尊严都没有了。这

种安检程序需要改一改。”

■据新民晚报

美安检面前，别谈尊严

不放过95岁老妇纸尿布

新闻链接

今后前往美国的旅客将接受更严格的安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