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私信@成都商报 讲述身边事

微博爆料

见报

有奖

老鼠上飞机

有何危害？

核心

提示

成都商报记者 王楠

可传播57种疾病

若咬断飞机线路

还可能机毁人亡

据此次捕鼠小组负责人介绍， 飞机上一旦出

现老鼠活动的迹象，极可能造成以下危害：

首先，鼠类是重要的医学媒介生物，携带的病

原体达200余种，可传播鼠疫、流行性出血热等57

种疾病； 鼠类可以通过鼠体外寄生虫叮咬人体吸

血、直接咬人、活动或粪便污染食物或水源三种方

式将病原体传染给人。

出血热发病早期主要表现为突发高热（40℃

以上，可持续4～6天），有时伴头痛、眼眶痛、腰痛

等症状，以及面部、颈部、上胸部皮肤充血发红。身

子及手臂皮肤可出现线条状出血点， 眼睛充血发

红。患者还时常出现没力气、恶心、呕吐、腹泻等症

状，若得不到及时救治，可危及生命。

更为严重的是，鼠类出现惊吓旅客、扰乱乘机

秩序，可能造成航班延误、迫降、甚至停飞。一旦飞

机上“潜伏”的活鼠咬坏飞机上的线路，还会对飞

机安全造成影响，严重的甚至机毁人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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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巷子树枝折断砸伤人

管理公司赔了11万余元

宽窄巷子的井巷子中， 街边一颗大树

树枝突然断裂，砸伤了树下的行人。宽窄巷

子管理者———成都文旅资产运营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文旅公司）认为，树木

折断是恶劣天气造成的， 而且树木不归公

司所有。到底谁应该负责呢？近日，青羊法

院判决文旅公司向行人赔偿11万余元。

去年7月18日12点过，任丽（化名）途

经井巷子时，路边的一根树枝突然断裂，重

重地砸在她腿上，医院诊断为右下肢骨折，

花了医疗费11万余元。随后，任丽将文旅公

司告上法庭，要求文旅公司赔偿。文旅公司

认为， 造成任丽受伤的树木并不归公司所

有，事故是由恶劣天气造成，是不可抗力造

成的意外事故。

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因林木折

断造成他人损害， 林木的所有人或者管理

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

权责任。法院认为，宽窄巷子保护区都市特

色商业街区，由宽巷子、窄巷子、井巷子三

条平行排列的老式街道及其之间的四合院

落组成。自2008年5月5日至今，由业主少城

公司全权授权文旅公司进行招商、 运营和

后期经营管理。 文旅公司作为宽窄巷子保

护区的管理人应当对宽窄巷子保护区所属

街道两旁林木尽到合理管护义务， 及时发

现安全隐患， 设置警示标志并采取相应的

安全措施及时消除危险状态。

因此，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折断的林

木是由于不可抗力、 第三人或者任丽自身

的过错造成， 文旅公司也不能证明自己没

有过错， 作为林木管理人应承担侵权赔偿

责任。 法院判决文旅公司向任丽赔偿11万

余元。

青羊法 成都商报记者 柏阳月

如果这只

老鼠跑了？

动画片《舒克和贝塔》，令

不少人对那只开飞机的小老鼠

舒克着迷。 但现实中要是老鼠

真上了飞机，却是一个大麻烦。

近日， 四川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处理了首起成都口岸入境航空

器发现活鼠的事件， 发现老鼠

的中国东方航空公司 （东航）

航班为此停飞三天， 每天的损

失金额约20万元。

发现鼠踪

凌晨检修飞机

驾驶舱蹿出老鼠

2013年12月22日凌晨，东

航的维修人员正在成都双流国

际 机 场 停 机 坪 上 对 东 航

MU5036次航班进行日常检修，

这是头一天夜间从曼谷机场飞

抵成都的国际航班，机型为空客

320。 当检修人员刚打开驾驶舱

内的照明设备，“嗖”一声，一个

黑影从驾驶舱的角落里蹿了出

来，夺门而去“老鼠！”进舱的检

修人员在简短的讨论后，确认了

“黑影”的身份。按我国颁布的

《航空器上发现活鼠应急处置

规程》，发现活鼠的航空器在检

疫合格前， 将停止一切活动。检

修人员立即将情况上报。

当日早上6：30分， 四川检

验检疫局机场办公室接到了鼠

情报告，并当即做出安排：航空

公司立刻停止清扫、 检修等活

动，工作人员立即离机，关闭航

空器舱门，等待处理指令。不到

7点， 由四川检验检疫局机场

办、 保健中心口岸监测部和卫

生处理公司的相关人员组成的

工作小组成立， 赶往当事飞机

现场。

工作小组到达现场后，首

先将该航班隔离， 在其周围布

置了警戒线， 并堵塞警戒区域

内所有裸露的管渠。

捕鼠行动

227块粘鼠板33个鼠笼

在飞机上布下天罗地网

在航班机长确认签字后，

工作小组开始了捕鼠行动。

工作小组首先使用的是机

械除鼠。在22日17时，身着蓝色

防疫服、口带防毒口罩、手带专

用手套的检疫人员开始在机舱

内布设粘鼠板、鼠笼和粉块，在

布设完成后再次封闭飞机舱

门， 在进行鼠密度监测的同时

实施机构捕鼠。“我们共同放

置了 227块粘鼠板和 33个鼠

笼。”潘先生说，客舱、货舱、电

子舱、驾驶舱，一个也没落下，

都布上捕鼠器。 为了放置这些

捕鼠器， 更是出动了10名检疫

人员，“放置好后， 我们便来到

机舱外的指挥点， 等待鼠密度

监测结果。

机舱粘鼠板上

发现1只活鼠

在放置捕鼠器约9小时后，

一个放置在客舱的粘鼠板有了

收获，粘住了一只老鼠。

发现这只老鼠后， 检疫人

员立即登机， 将这只老鼠送往

保健中心实验室进行形态学鉴

定、病原体和体表寄生虫检测。

抓住了一只老鼠， 捕鼠工作是

否就结束了？答案是否定的。

飞机上还没有其他老鼠？

潘先生与其他工作人员将老鼠

送下飞机后， 将有鼠迹出现的

区域进行清理， 重新放置捕鼠

设备， 开始新一轮的鼠密度监

测。“只要还有老鼠活动， 就必

然会留下痕迹。”

2013年12月24日16时，潘

先生与其他检疫人员登机检

查， 未发现鼠迹。“这基本上就

能确认飞机上已经没有活鼠存

在。”紧接着，捕鼠行动进入到

下一个步骤———除虫和消毒，

这个过程要40分钟。 当日17点

左右，捕鼠行动正式结束。

在双流机场停飞三天的东

航MU5036次航班，在2013年12

月24日17：30拿到了由四川检

验检疫局开具的《航空器除鼠

结果告知书》，被告知检疫已经

合格，可再次起飞。

检查确认

被捕老鼠经过“体检”

未携带有害病菌

“被捕”老鼠被送往保健

中心后， 进行了一系列 “体

检”。经检查后确认，这是一只

雄性幼鼠，品类为家鼠，并初步

判定这只老鼠没有携带有害病

菌。“我们又将这只老鼠送到了

省疾控中心， 请他们再把关。”

潘先生介绍说， 去年12月24日

下午，省疾控中心表示，未检出

鼠体寄生虫、鼠疫、流行病性出

血热汉坦病毒等， 鼠疫抗原检

测也呈阴性。

从2013年12月22日至12月

25日，东航MU5036在双流机场

停了三天， 无法执行任何的飞

行任务。东航初步估算，飞机因

为发现活鼠事件已经停飞3天，

每天损失约20万元。

电梯里居然装上了防护

栏，这件事让金牛立交旁西城

首峻小区的业主们议论纷纷。

物业公司此举，是为了阻止业

主将电瓶车推上电梯。对于这

一举措，业主们各持己见。

昨日下午，成都商报记者

在该小区内了解到，共有两栋

楼、6部电梯，除去2栋楼3号电

梯损坏暂停， 正在使用的5部

电梯中，有3部安装了防护栏。

据业主称， 原本5部电梯全部

安装了防护栏，后来物业拆除

了两部电梯的护栏。

业主王先生说，防护栏是

上周安装的，目的是为了不让

电瓶车进入电梯，他觉得这种

方式不错，“经常有业主推车

进电梯，电梯都撞得不成样子

了”。不过，更多业主对此持

相反意见。刘女士说，她家有

老有小，防护栏很容易把人绊

倒。而且，安了防护栏后，大一

点的婴儿车、家具等，都无法

进入电梯，十分不便。 该小区

物业、正源公司工作人员梁小

姐表示，小区电梯频坏，此举

是为了延长电梯使用寿命。之

前，他们通过监控提醒推电瓶

车进电梯的业主， 但效果甚

微，听说有物业公司在电梯里

安装防护栏，才进行了效仿。

昨日下午4时许，物业公司

工作人员称， 已联系安装人

员，预计今日进行拆除。不过，

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物业

公司头痛不已，无奈向商报求

助：能不能帮我们征集一个有

效的方法？ 如果您有好的方

法，欢迎拨打86613333－1，与

我们分享。

成都商报记者 张漫

阻电瓶车上楼 小区电梯内装护栏

因业主有意见，物业公司表示今日将拆除，并求助商报征集解决好方法

视角

延伸

小知义和妈妈纸上聊天：

“感谢帮助他的人，

回巴中请吃顿火锅”

13岁男孩李知义不幸患上极重型再生

障碍性贫血，妈妈的雇主许先生伸出援手，

他不仅捐助50万元， 还开微博@李知义病

情关注号召朋友帮助李知义（成都商报连

续报道）。小知义的病情令人揪心，昨日凌

晨4时许，他的咽喉部大出血，两小时失血

近300毫升，所幸及时抢救，病情得到控制。

昨日上午10时许， 成都军区总医院血

液科无菌室，小知义嘴巴张张合合，脸上表

情十分痛苦。何医生介绍，小知义咽喉部突

然大出血，可能与咽喉部的血管破裂有关。

目前小知义肝功能虽然明显好转， 但仍没

有达到可以手术的条件， 原定昨日的手术

只能延期。看到儿子的情况越来越糟，昨日

上午，征得医生同意后，刘春华穿上工作服

进入无菌室。见妈妈进入病房，小知义示意

妈妈找来纸笔， 他用写字的方式和妈妈聊

天，一张A4白纸上，他的字歪歪斜斜，很多

字妈妈并没有认清，“哥哥还好吗？”“多

久能做移植？”“能把眼镜带来吗？”“晚上

睡觉流口水怎么办？”“我下周星期三大概

能吃饭不？” ……妈妈刘春华依偎在儿子

病床旁，“有妈妈在，很快就没事了……”

病房内， 刘春华还给儿子讲了很多好

心人的故事， 小知义又在纸上写着他要感

谢许哥一家（妈妈的雇主许先生）以及所

有帮助他的人，“回巴中请帮助过我的人

在屋里吃顿火锅”。

医生何光翠介绍， 小知义是AB血型，

输的血小板也必须是AB型的血小板，但AB

血型的相对较少。昨日，成都商报报道小知

义血小板仅为常人的1%左右后，10余名好

心人和网友表示愿为小知义捐献血小板。

成都商报记者 安利平 摄影记者 王红强

雇主捐50万救保姆儿子 追踪

2013

年

12

月

22

日凌晨 ， 东航

MU5036

次航班进行日常检修，当检

修人员刚打开驾驶舱照明设备，一个

老鼠蹿出来，夺门而去。

当日早上

7

点，四川检验检疫局

机场办、 保健中心口岸监测部和卫

生处理公司相关人员组成的工作小

组赶往当事飞机，捕获了一只老鼠。

机上有鼠

“被捕 ”老鼠经一系列 “体

检”，确认是一只雄性幼鼠，品类

为家鼠，初步判定这只老鼠没有

携带有害病菌。

捕鼠行动 老鼠“体检”

电梯内安装了护栏

摄影记者 卢祥龙

实习生 王可威

检验检疫人员在机舱内放置粘鼠板

检验检疫人员准备捕鼠笼 图由四川检验检疫局提供

母亲刘春华给窗外的父亲看儿子写在纸上的话

制图 邬忆

一只老鼠准备偷乘飞机“环游世界”，

还在座椅底下生了一窝小老鼠。 这可不是

动画片里的情节， 这是去年发生在厦门机

场的真事儿！

去年10月12日，记者了解到，厦门机场

检验检疫局从入境维修调机上截获11只活

鼠， 这是全国各口岸从入境航空器上发现

活鼠最多的案例，在世界范围内也属罕见！

商务舱座椅下老鼠安家

去年9月30日，厦门机场局对一架来自

香港进行改造维修的调机进行检疫查验及

卫生监管时， 在该飞机商务舱座椅底下发

现一个鼠窝，窝里10只幼鼠四处逃窜，但是

他们的眼睛都还没睁开！ 厦门机场检验检

疫局立刻启动口岸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

处置预案，封闭机舱。由于这10只老鼠都是

处于哺乳期的幼鼠， 检疫人员判定飞机上

还有幼鼠的“家长”。随后，检验检疫人员

在飞机机舱地板、行李架、天花板隔层进行

了地毯式的搜索和排查， 并密集布下了

“天罗地网”（鼠笼及粘鼠板）。

去年10月1日上午， 检验检疫人员再次

打开机舱门，果不其然，在原先发现鼠窝的

位置附近的鼠笼里又发现了一只老鼠。所

幸未检出鼠体寄生虫为了确定是否还有未

捕获的老鼠， 检验检疫人员再次对机舱进

行周密的检查和监测。 第二日上午再次开

舱检查时未发现鼠迹，结合检查情况、实验

室鉴定检测结果及鼠生活习性等分析，检

验检疫人员判定该航空器上活鼠均已捕

获； 随后他们指导专业公司采取后续的卫

生处理工作， 并嘱维修工作人员在维修过

程中加强监测， 一旦有发现新的鼠迹及时

报告检验检疫部门。

未检出鼠体寄生虫

经厦门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媒介实

验室鉴定检测，11只活鼠中有1只成年雌性

小家鼠，其余10只为幼鼠，未检出鼠体寄生

虫，鼠疫抗原检测均呈阴性。

这些老鼠是从哪里来的？ 检验检疫部

门查看了该航空器近半个月航行情况，均

执飞国际及地区航线， 可以肯定这一家子

是一群“偷渡”的外来鼠。至此，这次飞机

闹鼠患的“险情”终于被排除。检验检疫人

员的捕鼠和国庆期间加班加点让航空公司

和维修公司都松了一口气， 不用再担心老

鼠破坏电缆、干扰维修和飞行了，鼠患的排

除使他们能够放心开工。据了解，维修调机

工期延迟一天，航空公司的损失就将达5万

美元。

老鼠携家带口

乘飞机“偷渡”至厦门

去年10月12日，记

者了解到，厦门机场检验

检疫局从入境维修调机

上截获11只活鼠，这是全

国各口岸从入境航空器

上发现活鼠最多的案例，

在世界范围内也属罕见！

无独有偶

MU5036次航班的乘客请注意，我们抱歉地通知你：

双流机场截获一只“偷渡”老鼠

成都双流机场入境航班首次发现活鼠 飞机因此停飞3天损失60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