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洛27名学生疑似食物中毒

成都商报讯（记者 罗本平）

昨日，有

网友在微博发布： 甘洛县海棠镇中心校

午饭后，部分学生出现疑似食物中毒。成

都商报记者就此向甘洛县政府部门求证

属实。甘洛县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介绍，14

日13时20分，海棠镇中心校300多名学生

食用午餐后，陆续有部分学生出现头晕、

呕吐现象。 镇中心校老师立即把感觉不

适的27名学生送到镇卫生院诊断治疗。

截至14日18时，未发现新增不适人员，27

名住院学生已基本恢复正常。昨日上午，

住院学生已出院，回校上课。造成学生出

现不适的原因，目前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神十对接现“鬼影” 如何辨别

南山中学实验学校学生王昱柯：

神十对接

时曾经出现“鬼影”，如何辨别，如何处理？

张晓光：

在今年神舟十号与天宫一号

的交会对接中曾出现“鬼影”，航天员通

过神舟十号的舱外摄像机居然看到两个

天宫一号。面对这种危险，有一个设备可

以消除，神九、神十都出现过。还有一种

方法辨别， 就是看天线， 天线在上是真

的，天线朝下是假的。

太空遇到UFO�你们怎么办

南山中学实验学校学生：

“航天员叔叔，

你们在太空中遇到陨石、UFO或者其他危

险？你们会怎么办？”

聂海胜：

进入天宫一号生活后，会面临

空间碎片撞击等威胁。而一旦遇上较大的空

间碎片，通过地面监测，如果碎片和航天器

有可能出现交叉时， 就要主动躲避碎片，调

整天宫一号的轨道，改变高度、轨道面或飞

行倾角，以躲避撞击。

核心

提示

王娟 成都商报记者

汤小均 王明平

昨日，2013中国科技城科技博览会在绵阳开幕。到访的神舟十号两位航天员聂

海胜、 张晓光当天先后到西南科技大学、 绵阳南山中学实验学校与同学们互动交

流，普及航天科学知识等。在和西科大学生的交流中，聂海胜透露，我国马上将从普

通科技人员中招募航天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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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要从科技人员中招航天员

2013中国科技城科技博览会昨开幕，聂海胜、张晓光到访，并与同学们互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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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客遗落百万珠宝

羊肉汤店拾金不昧

13日晚，成都某珠宝公司的4名员工

在简阳市石桥镇一羊肉汤店就餐后，不

慎将装有价值上百万元珠宝的提包遗落

在店内。所幸，羊肉汤店在捡到提包后，

通过警方将其归还给了失主。昨日，失主

前往石桥镇， 对羊肉汤店及当地警方表

示了感谢。

成都商报记者 姚永忠

除了法定假日，还想休假怎么办？有人

就在请假上打起了歪主意。殊不知，这可能

让你丢了饭碗。刘艳（化名）请事假回家探

望父亲，后来又谎称右腿骨折，被单位发现

后开除了。昨日，成都商报记者获悉，金牛法

院判决支持了单位请求，不用给她病假期间

的工资，也不用给她交社保，更不用给解除

合同的赔偿金。

请病假被开除 仲裁裁决单位赔偿

刘艳曾担任成都市某医院的发展部副主

任。2011年11月16日， 刘艳向单位请了一周

假，回家探望父亲。眼看事假快要结束，她又

以不慎摔伤为由向单位请病假。单位同意了，

不过要求她提供证明材料。 刘艳委托她朋友

将巴中一家医院出具的入院证以及病情材料

交给了单位。此后，刘艳一直没去上班。

在单位的要求下，2012年2月2日，刘艳亲

自向单位提交了X线报告单等材料， 但单位

没给她安排复工。单位认为，刘艳在病假期

间不按规定办理请假手续，也没按要求提交

病情证明材料，通过研究，单位按照《劳动合

同法》及《员工考勤及休假管理制度》的相

关规定，将刘艳开除。后来，刘艳向成都市劳

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5个月后，仲裁

委确认刘艳骨折属实，应当享受一定的治疗

期，裁定单位解除合同违法，补发病假工资，

补交社保，还要赔偿1.92万元。

病情证据不充分 法院认定是欺骗

可是，刘艳工作的单位向她开证明的医

院调取了相关证据，证据显示，刘艳向其提

供的同片号和同日期的X线片， 在开证明的

那家医院登记簿上记载的却是一名叫丁某

的男性病人。

“X线片等级的名字不一致是因为自己

为了不缴费，用了别人的号，但片子肯定是

自己的。”刘艳当庭表示，但她放弃了对其是

否反映她的伤情这一情况进行鉴定。她也明

确表示，登记簿上载明的医生也无法到庭为

其作证。

法院审理后认为，刘艳没有充分证据证实

自己曾骨折的情况， 法院认定刘艳不存在骨

折。同时，刘艳没骨折不去上班，还拿不能反

映自身情况的材料欺骗单位，已严重违反劳

动纪律， 故单位有权解除与她的劳动合同。

由于她违反劳动纪律导致解除劳动合同，也

得不到经济补偿。综上，金牛法院一审遂作

出如上判决。近日，成都中院二审维持原判。

金牛法 成都商报记者 王英占

装病请假被开除 法院判单位不用赔

法院判决女子违反劳动纪律，单位有权解除劳动合同，并不予赔偿

成都商报讯 （周洋 张金 记者 汤小均）

昨日上午9时20分许，一辆车号为川A牌照的

黑色“宝马X5”，行驶至绵遂高速绵阳至三

台花园路段时，突然起火。绵遂高速交警、三

台消防紧急赶赴现场实施救援， 由于大火猛

烈，车辆被烧成了“光架架”。

“当我听到车子发动机发出‘嗡嗡’的

响声， 便停车查看， 没想到引擎盖里开始喷

火。”宝马车司机向现场民警介绍，该车为宝

马X5越野车，于今年初购买，车价为60多万

元，至今只行驶了1万余公里。当时他们一行4

人， 驾车从绵遂高速去内江， 行驶至该路段

时，发动机发出很大的噪音，于是将车停靠在

路边，准备打开引擎盖查看，没想到从里面喷

出烟雾和火苗。

见此情况，车上的人也急忙下车。后来火

势越来越大，他们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由于

大火凶猛无法靠近， 大家眼睁睁地看着车子

和上面的东西被烧毁。 该事故导致绵遂高速

双向道路被迫封闭50分钟，目前，交警部门正

在对事故原因作进一步调查。

“祝2013中国科技城科技博览会取得圆

满成功！” 昨日上午9时30分，2013中国科技城

科技博览会在绵阳开幕， 神十航天员聂海胜、

张晓光在开启“科技之门”后送上了祝福。虽

然没有鲜花与焰火，但科技与艺术的完美融合

创造出一个尽显科技“炫酷”的别样开幕式。

开场时，一个好像从《星球大战》里走出

来的大眼睛、白色的机器人，缓缓来到舞台正

中，“脑后”的机械臂“手持”话筒徐徐展开，

调整高度和位置。整场开幕式集电子技术、激

光技术、全息技术和机器人技术为一体，概括

了人类从“钻木取火”到信息时代的科技发

展进。此外，会场服务也使用了国内最新的纯

电动和气电混合的新能源车辆， 还全面运用

食品溯源系统确保食品安全。

一大批我国顶尖的科技成果将集体在

科博会上揭开面纱。天宫一号、嫦娥三号月

球车、长征系列火箭、歼十战斗机、C919大

飞机、北斗导航系统等一系列重磅展品集体

亮相。3D打印技术、4G通讯技术、数字家庭、

健康机器人等智能化产品也会赚足人们的

“眼球”。

（综合新华社）

神十航天员在

绵阳与学生交

流时透露：

绵阳南山中学实验学校学生杨雷：

如何能成为一名航天员？

张晓光：

要做一名航天员其实非常

艰辛！ 我用15年的努力才换来15天的太

空飞行。 从1998年成为中国首批航天员

后，飞向太空一直是我的梦想。这中间遇

到过很多挫折和困难， 今年我终于实现

了自己的梦想！只要保持淡定的心态，永

不放弃，持之以恒，梦想就一定能实现！

西科大学生崔文婷： 现在的航天

员都在飞行员中选取，如果未来在

高校中选航天员 ， 相比飞行员来

说，我们高校学生必须要锻炼的是

哪些方面呢？

聂海胜：

高校学生在很多方面都有

很大的优势，我和张晓光二人都是从飞

行员中过来的。 我们当飞行员的时候，

经过了很多锻炼。飞行员在科技水平方

面，可能还比同学们差一些，当了航天

员后要补课。随着航天的发展，以后对

普通人上太空，身体素质的要求不会再

像我们那么高。马上我们要从普通科技

人员中招航天员，你们到时一定会有很

多机会，也希望你们能积极报名参加。

张晓光：

航天员有不同的分类，不

仅有大家熟悉的乘坐航天器进入太空

飞行的宇航员，还有随船工程师、载荷

专家等等。如果你们想当航天员，就要

求你们有一个良好的身体状况，要在专

业领域有自己的梦想。

谈

航

天

路

西科大学生易奎：我是“智能机器

人”创新实践班的学生，请问一下机

器人有没有应用于航天领域呢？

神十航天员：

机器人？我们还没接触

过。（聂海胜和张晓光不约而同地笑了。）

聂海胜：

现在还没有机器人上到太

空去，以后建了空间站，会有机器人上

去操作。希望同学们设计出更多的机器

人，特别是太空中的机器人。

张晓光：

以后机器人在航天领域，

会有很多应用。

空间站以后会有机器人

航天员不再局限于飞行员

谈

飞

天

梦

15年努力换来15天太空之旅

技术型问题

没有烟花明星

开场出来个机器人

看点

宝马自燃

绵遂高速封闭50分钟

因抽了学生小新的耳光， 泸州某中

学老师孙老师除接受各种处分，赔偿1.3

万元外，先后12次向学生及其家长道歉，

仍无法取得学生谅解 （成都商报曾报

道）。“虽然在老师面前以及接受采访

时，孩子确实说过‘没有原谅’。但我们

掌握的情况是， 孩子已通过向自己的班

主任老师表达等， 说自己其实已原谅了

孙老师。”14日晚，小新的母亲在电话中

向记者表示，“而现在，我们不想让孩子

受到打扰。只想让他安静地学习。”

而两天来， 本报泸州新闻热线相继

接到全国各地读者上百个电话。 在香港

任教的一名小学中文老师说，“在香港，

体罚学生也是绝对禁止的。若体罚，学生

或家长可能报警， 媒体往往也会揪住不

放。最后老师恐怕就得丢掉教职。面对一

些调皮孩子， 老师不得不睁只眼闭只

眼。” 哈尔滨国土资源局工作人员李先

生表示，自己支持适当的惩戒教育，“孩

子不听话， 只管打。 打了我请老师喝

酒。”内蒙古鄂尔多斯的毛先生则表示，

“如果情况允许， 我甚至想将自己的孩

子送到泸州，让孙老师替我管教管教！”

山东菏泽的高先生读书期间， 也被老师

打过，“逢年过节我都会给打过自己的

老师发短信。小时不理解，现在挺感谢他

们。”

成都商报记者 张柄尧

耳光抽向学生

老师赔了一万三 追踪

学生家长：

孩子已原谅老师

近百人搜寻14小时未果

今日重点搜车

成都夫妇小宋、涂希1日从成都驾越

野车前往云南香格里拉，但6日突然失去

联系， 初步推断失踪位置在与甘孜乡城

县相距不远的香格里拉一个雪山附近。

昨日，涂希的父亲涂新富和乡城县公

安局民警近百人分头从乡城、香格里拉出

发，再次沿着涂希夫妇的自驾车路线沿路

徒步搜寻， 也在6日涂希手机最后一次有

信号的地方重点寻找。但遗憾的是，历经

14小时，截至22时许，依旧未找到两人和

车辆的下落。 涂新富表示， 搜寻还将继

续，今日的搜寻重点将放在车上，看车上

是否有车载卫星。

成都商报记者 蒋麟

自驾香格里拉

成都80后夫妇失踪9天 追踪

昨日，神十航天员聂海胜（左）、张晓光（右）到绵阳南山中学实验学校与学生交流

学生在科博会展馆体验机器人 摄影记者 卢祥龙

北斗卫星模型

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COMPASS

），是中

国独立发展、自主运行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摄影记者 卢祥龙

神十与天宫一号对接模型

今年

6

月

13

日

,

搭载着

3

名航天员的神舟十

号飞船与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成功实现自动交

会对接。 摄影记者 卢祥龙

南充闹市区地基沉降

学校餐厅关闭

昨晨， 南充城区五星花园旁的涪江

路一建设工地旁， 地基沉降导致房屋受

损。 川北凉粉涪江路店及其相邻的涪江

路小学学生餐厅出现墙壁开裂、 垮塌现

象。所幸发现及时且未在上班时间，没有

造成人员伤亡。 目前有关部门正组织力

量排危，南充市住建局负责人介绍，地基

沉降的原因正在调查之中。

南充市建设部门已组织相关单位展

开排危工作，餐厅旁的宿舍楼、教学楼暂

时没有出现险情， 将进行全天24小时监

控。涪江路小学餐厅虽然关闭，但该校不

会因此放假。

成都商报记者 邓成满

消防官兵奋力灭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