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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航航班因扰序案急降长沙
旅客张某因感情与工作原因造成精神波动导致事发
本报11月14日讯 11月14
日晚， 湖南省公安厅机场公安
局会同长沙黄花机场、 四川航
空3U8952次航班 （厦门起飞，
经停长沙到重庆） 成功处置一
起扰序案件。
当日20时53分， 湖南省公
安厅机场公安局指挥中心接长
沙黄花机场运控中心报警称：
四川航空3U8952次航 班上 疑
似有人劫机，嫌疑人已被制服，
飞机即将降落。
随即， 机场公安局组织警
力 赶 至机 位待 命 ，21时16 分 ，
3U8952次航班降落后，民警与
机组沟通协商后进入机舱将嫌
疑人控制，带回调查，并组织其
余旅客有序下机。 待所有旅客
离机后组织清舱， 同时对过站
旅客重新安检， 清舱与安检均
无异常。
经查，该名旅客张某（男，

重庆人，22岁）在航班飞行途中
离开座位往机尾上厕所的过程
中， 突然指着驾驶舱方向喊：
“有人要害我， 有的人带着刀，
有的人带着枪， 有人要劫机”。
安全员汤春燕听到后立即上前
处置，反复与其沟通了解情况，
但张某情绪激动，词不达意，难
以沟通。 汤春燕等在左姓旅客
的协助下， 将张某安抚于最后
一排。
经机场公安核查， 张某无
违法犯罪记录、无吸毒史；对其
进行尿检，结果呈阴性，排除近
期吸毒嫌疑。 通过与张某家属
联系， 得知其今年曾因感情与
工作原因造成精神波动。 目前
民警已带张某去医院做进一步
检查。
3U8952次航 班 已 于 11 月
15日0时06分起飞前往重庆。
■记者 张浩 潘显璇

11月14日，郴州市苏仙区卜里坪街道环城桥社区地质灾害隐患点，经过综合治理，穿上了坚固的“盔甲”。去
年4月起，郴州市国土资源局苏仙分局投入1308万元，采用了多种施工手段进行山体加固，历时一年半，主体工程
李贵 黄玲 摄影报道
全部完工，自此，昔日的地灾险情山坡被治理成周边54户181位居民的安全港湾。

感动湖南人物事迹展
《南航客机空中报火警，紧急备降长沙》后续

航空器警告系统故障导致虚假火警
本报11月14日讯 11月13
日21：35，南航广西分公司一架
波音737客机（CZ6406航班“南
京—桂林”） 后货舱出现火警，
机组按程序及时、迅速处置，飞
机于21：56安全备降长沙黄花
机场。（本报11月14日A09版
报道）
据了解， 南航机组在发现
货舱火警警告后， 第一时间启
动应急处置程序， 航班安全降
落长沙黄花机场后，机组按照手
册规定，执行紧急撤离程序，组织
全体旅客迅速从滑梯安全撤离。
航班共151名旅客，其中1名旅客

在经滑梯撤离过程中脚踝受轻
微伤，经检查无大碍。之后，南航
另调派飞机执行该航班。
14日晚， 中国民航局在官
网公布了此事的调查结果：此
事件是一起因航空器警告系统
故障导致虚假火警信息的航班
备降事件， 不构成航空运输事
故或责任原因事故征候。 航空
公司、空管、机场等相关单位密
切配合，机组空中处置正确，地
面撤离果断， 空管应急保障有
力， 机场相关部门应急处置工
作及时、有效，符合安全要求。
■记者 潘显璇

九九重阳节，关注老年人身体健康
—华夏保险岳阳中心支公司金秋客服节
——
2017年10月30日，华夏保
险 岳阳 中支 特 邀10名 60岁以
上的空巢老人前往岳阳市第
三人民医院参加客服节免费
体检活动。
为保障本次活动的顺利开
展， 岳阳中支的工作人员重阳
节前夕组成志愿小组， 带着精
美礼物和客服节邀请函一一入
户拜访了受检老人， 送去公司
对老人的节日问候。
体检活动中， 邓建良老人
笑着说：“自己平常几乎都未体
检过， 仅生病住院时做过一次

全面体检， 希望这样的活动每
年都有！”待所有老人体检结束
后，岳阳中支贴心地为老人准备
了健康早餐。同时医护人员耐心
细致地了解每位老人的饮食、锻
炼习惯及身体情况等，并提醒老
人们日常保健的注意事项。
华夏保险岳阳中支开展此
次客服节主题活动， 旨在让老
人切实感受到来自社会群体
的关怀和温暖，并向老人们承
诺公司会秉承着爱老和敬老
意识， 将华夏的爱心持续播撒
下去 。
经济信息

中国福利彩票 3D 开奖信息
2017 年 11 月 14 日
开奖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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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中奖情况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1040
1092000
1050
组选三
346
244622
707
组选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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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首嫣嫣：在播撒爱的路上越走越精彩
首嫣嫣，是一位社区
热心人，像对待亲人一 样
关爱帮扶社区老人和残
疾人； 是一位失独妈 妈 ，
女儿去世10余年来，将自
己全部的爱和热情献给
公益事业。
退休前， 首嫣嫣在郴
州市苏仙区的社区工作。
社区群众有困难， 首嫣嫣
总是及时出手相助。90岁
的谢阿姨住在苏仙区南塔
小区。从1996年起，逢年过
节， 首嫣嫣是陪在她身边
的亲人;老人身体不舒服，
照顾她吃药打针; 季节更
替，首嫣嫣帮她洗洗晒晒。
这样的孤寡老人， 首嫣嫣
先后照顾了9位。
男孩小李患有进行性
肌无力症， 丧失站立行走
能力，连说话都很困难。首
嫣嫣陪着他识字、绘画、唱
歌、游戏，给他过生日。经
过8年多帮扶，小李变得阳
光开朗起来。有一天，小李
突然开口叫了首嫣嫣一声
“首妈妈”。那一刻，首嫣嫣
的泪水夺眶而出。
2002年， 首嫣嫣的独
生女儿在一次抢救山林火

灾中不幸遇难。 她强忍悲
痛，把对女儿的爱，全部倾
注给社会。2007年退休后，
她加入郴州市志愿者联合
会，重点关注失独妈妈、老
人和小孩等。 首嫣嫣固定
联系着20多位失独妈妈，
在每个人生日以及每年母
亲节， 她都要送上蛋糕和
鲜花， 让失独妈妈感受到
社会的温暖， 帮助她们走
出阴霾。 失独妈妈郑女士
因中风行动不便，孤身一人
居住。 首嫣嫣经常为她送
米、送油、搞卫生。郑女士
说：
“
首姐把我当亲妹妹，精
神上鼓励我， 物质上帮助
我。不是她，我都没有活下
去的勇气。”
2012年， 首嫣嫣发起
成立苏仙区志愿者协会 。
在她的带动下， 协会会员
扩大到300多名， 定点联
系扶助50多户失独家庭、
20多位孤寡老人、12名重
度 残 疾 人 、3 所 残 疾 人 学
校、6所敬老院。 在首嫣嫣
的影响下，她的妹妹、妹夫
和外甥女也加入了志愿服
务队伍。
■记者 张浩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7 年 11 月 14 日 第 2017134 期 开奖号码
红球: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28 05 04 11 14 32

下 期 奖 池 ： 635172616 元
中奖
中奖注数 中奖注数
（湖南）
条件
(全国)
○○○○○○●
0
13
○○○○○○
1
99
○○○○○●
77
1824
○○○○○
3143
87046
○○○○●
○○○○
56795
1531322
○○○●
○○●
○●
●

14674835

蓝球:

04

单注奖金
(元)
6040990
170869
3000
200
10

546232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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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下将母亲房产
卖给丈夫被判无效
本报11月14日讯 用来安度晚年
的公寓房，竟被女儿悄悄卖给了女婿，
七旬老母亲怒上法庭。今天，记者从长
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获悉， 法院判决
老人女婿返还房产。
老人叫杨秀（化名），在长沙市天
心区有一套公寓房， 与其同住的还有
女儿李芳 （化名）。2015年的一天，老
人欲拿房产证去办事， 可翻箱倒柜寻
不着， 事后得知女儿伪造了自己的委
托书，早已将房产卖给了女婿石某。
老人要求女婿返还房屋，遭拒绝。
于是， 老人向长沙市天心区法院提起
诉讼，将女儿与女婿告上法庭。
在法庭上， 李芳道出了卖母亲房
产的原因， 是为了帮丈夫取得银行抵
押贷款， 便偷拿房产证， 并伪造委托
书，以“杨秀”名义与丈夫石某签订了
购房合同。法院审理认为，李芳夫妇的
一系列行为已严重侵犯杨秀的合法权
益。李芳与石某系夫妻关系，石某对李芳
伪造委托书的上述行为应当明知，在明
知李芳的行为不合法的前提下，仍然与
李芳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与李芳一同
将房产过户至自己名下，有恶意串通之
嫌，显然不属于善意取得。两被告签订
的房屋买卖合同不是原告杨秀的真实
意思，合同无效。故此，法院一审判决
石某把房产返还给原告杨秀。
该案承办法官董燕表示， 不动产
转移采用的是登记生效形式， 而且一
旦登记就具有公信的效力， 其目的是
维护市场稳定和交易安全。 只要买受
人支付了对价，是善意第三人，且交易
不违反法律规定， 这种交易是受法律
保护的。 但如果出卖人与买受人之间
存在恶意串通， 故意损害权利人利益
的，即使办理了房屋过户手续，人民法
院可以依法判决买卖合同无效， 买受
人返还权利人房产，并赔偿相应损失。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文天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