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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

排列 3、排列 5第 12248期 本期投注额：18252522 元

中奖号码 9 4 0
投注类型 全国中奖注数（注）

直选 5225
组选 ３ 0
组选 ６ 7870

中奖号码 9 4 0 7 2
奖 级 中奖注数（注） 单注奖金（元）
一等奖 14 100000

单注奖金（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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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公告
“7 星彩”第 12107 期 本期投注额：15555638 元

22选 5第 12248期 本期投注额：1556138元

中奖号码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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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乘客又闹空中互殴
两拨人对打飞机险失衡
事发塞班飞上海航班 因局势被控制，未致返航

网友转发打架视频
10日， 一段时长58秒的视频被不少网友转

发。在这段视频中，一名穿黑色上衣的男子与另一
名穿红白相间上衣的男子正在互殴， 双方肢体动
作十分激烈，不少旅客试图劝架，大喊“别打了，别
打了”，但是，另一名穿灰色上衣的男子又加入战
团。眼看黑色上衣男子被打倒在座位上，又引发了
双方多名好友加入互殴行列。视频结束前，一名空
保人员将乘客拉开。

乘客为何打架，记者得到的说法并不一致。拍
摄这段视频的乘客称， 两个人为了一个后排闲置
座位打了起来，两人都有各自“拥趸”，以致后来变
成两拨人打架，飞机差点返航。航班上的另一名乘
客则称，当时正在发放餐食，可能是座椅靠背调整
的问题引发双方互殴。还有网友称，双方为争饮料
而发生争执。

记者从四川航空相关人士处得到证实， 该视
频经初步确认， 的确出自9月7日塞班飞上海的四
川航空航班，机型为A330。

肢体冲突破坏飞机平衡
四川航空相关人士表示， 一旦空中发生乘

客冲突， 空保人员首先进行劝阻， 然后隔离双
方， 并向目击的乘客收集证言； 如果有受伤的
情况出现，将询问受伤者是否谅解，是否报警，
报警则通知机场警方。 安保人员也会根据现场
情况， 乘客的行为是否已经严重扰乱了飞行秩
序来决定是否交由警方处理。 由于空保人员已
经控制住了飞机上的局势， 因此该航班并没有
采取返航的做法。

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教授邹建军表示，飞
机上发生肢体冲突是影响飞行安全的一件大事。
每一架飞机在起飞前，人员配比、货物装载都要
严格测算，尽量让飞机在飞行时保证完美的平衡
姿态。 一旦飞机上乘客发生激烈的肢体冲突，如
果再加上五六个人劝架，飞机的平衡姿态就会受
到影响，严重时甚至可能导致飞机失事。

记者11日从三亚警方获悉，9日晚上， 一架从三亚飞往广州
的飞机在凤凰机场准备起飞时，一名乘客却拿安全当儿戏，谎称
自己携带了炸弹。为了确保安全，三亚警方立即对该飞机进行了
全面排查，166名旅客的行程受到延误。目前，该名乘客已被警方
控制，正接受进一步调查。

近年来，以发信息、打电话等各种方式威胁航空安全的案件
频频发生，民航、公安、司法机关对编造民航客机恐怖信息行为
进行了严厉的处罚。

广州市政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专家、 广州大学法学教授王
鹰博士分析认为，出现此类事件主要有以下原因：首先是恶作剧
心理，幼稚无知，不知法不懂法，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其次
是当事人对社会不满、心存怨念，情绪的长期压抑得不到发泄，
以威胁他人安全的方式报复社会。

■综合新闻晨报、羊城晚报

赵登用家人索赔200万
法院已立案

云南“5·10”巧家爆炸案中丧生的赵登用
家属起诉公安局索赔200万元一事有了最新
进展。据赵家的委托律师兰和11日透露，巧家
县法院已“获准立案”。

5月10日，巧家县花桥社区拆迁协议签字
现场发生一起爆炸案，造成4死、16伤。巧家县
事后通报称，爆炸案的亡者之一赵登用因“厌
世”倾向而引爆炸药。8月7日，云南省昭通市
公安局却证实：赵登用是被利用的，他仅仅是
个“肉弹”。赵登用家属在起诉状中提出：要求
巧家县公安局登门道歉， 同时要求由县公安
局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00万元。

■据人民网

云南巧家爆炸案后续

突发连线

乘客谎称有炸弹 三亚一航班被延误

分析

继9月2日两名中国籍乘客在苏黎世飞往北
京的国际航班上大打出手后，不到一周，又有中国
乘客在飞机上打架。9月7日， 在四川航空塞班飞
上海的航班上，出现多位乘客互殴的场面。10日，
四川航空对此作出回应称， 事发后空保人员立即
制止闹事乘客，控制住了航班上的局势。

抄袭学生作品
武汉一教授获世界大奖
目前已被停职

飞机上出现中国乘客互殴的混乱场面，短短一周内已经出现
了两次。当地时间9月2日，瑞航一架载有200名乘客的航班从苏黎
世飞往北京。飞机刚飞过莫斯科，两名前后座的中国男性乘客因
座椅向后调整问题大打出手，还打了劝架的乘务长，致飞机被迫
返航。

小纠纷酿成大矛盾，进而大打出手，视机上其他乘客的生命
安全于不见，更置整个飞机的安危于不顾，屡屡发生的这类事件
让网友唏嘘不已。有网友调侃：飞机上你一拳，我一腿，老外面前
弘扬中华武术是吧？跑错地方啦！更过的网友则认为此类行为让国
人蒙羞，呼吁提高国民素质：有钱了，有权了，就变得高人一等无法
无天了，这种小民心态与大国风范差距太大。

不到一周，两起中国乘客空中互殴
网友呼吁提高国民素质

两拨中国乘客在塞班飞上海的航班上互殴。（视频截图）

素有国际设计界“奥斯卡”之称的“红点
奖”，日前花落武汉高校。本该好好庆祝的一件
事，却在网上引发轩然大波。起因是有网友在
微博曝料， 称获奖作品“抄袭学生的毕业设

计”，矛头直
指获奖者湖
北工业大学
艺术设计学
院工业设计
系教授石元
伍。

大奖引发师生权属之争
湖北工业大学日前发布的一则消息称，该

校工业设计系教授石元伍与研究生吴某共同
设计的作品《救生三角筏》，获国际重要设计大
奖2012年度“红点奖”的“至尊奖”。

消息公布后不久，有网友发帖指出，石教授
获奖作品系“抄袭”学生。一时间，“维权”、“严
查”、“公道”等呼声在网上不绝于耳。然而此时，
湖北工业大学在官方网站上悄然撤下了这则获
奖消息……

教授承认“考虑欠缺”
湖北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工业设计系

2009年本科毕业生胡素美告诉记者：“没想到
自己当年的毕业作品，竟然获得了设计界‘奥
斯卡’奖。更惊讶的是，作者不是我本人，而是
大学时的老师和一个不认识的人。”

胡素美说：“从外观看，两个作品完全一样。
获奖作品只是在内部增加了一些零部件， 并加
置GPS导航报警。严格意义上讲，获奖作品只是
对原设计的美化。”

10日， 石元伍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承
认，自己“考虑欠缺”。目前，石元伍教授因涉嫌
“外形抄袭”已被停职。同时，学院要求，石元伍
教授应向胡素美书面道歉，向“红点奖”组委会
申请更改作品第一作者。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