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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公路上跑 还进了加油站

“开始我还以为是北川的观光机，后来

飞机直接降落在辽宁大道上。”昨日上午，一

位姓陈的北川网友发帖称， 她目睹了飞机起

降、加油的全过程，飞机降落在公路上后，向

前继续滑行，出于好奇，她就跟随飞机，结果

发现飞机进了加油站加油。

网友王先生也是目击者之一， 昨日上午

10时许， 他开车途经辽宁大道北川新县城路

段时，看见一架飞机迎面飞来，并降落在公路

上。“当时感觉好神奇，还以为自己眼睛看花

了，于是立即停车。”王先生介绍，飞机降落

到公路上后，还往前滑行了一段距离，然后拐

进了路边的加油站。

加油站员工

老外驾驶员 两天前来过加油站

赵女士是中石油北川东升加油站工作人

员，飞机进加油站前，她就发现飞机在上空盘

旋，当时并没有在意，突然发现飞机降落，并

直接往加油站开来。“当时还把我吓到了，以

为是飞机失事，刹车失灵冲进加油站的，我急

忙躲进办公室。” 赵女士说， 但随后飞机停

下，称要加油。

加油站工作人员马睿告诉记者， 飞机

拐进加油站后， 机上下来了两名男子，其

中一人是外国人， 并叫人给飞机加油。他

们从机翼部位给飞机加了26升97号汽油，

金额为194元。加完油后，飞机滑行到公路

上，然后起飞离开。马睿称，自己当时觉得

这个老外很面熟，想起两天前，也是这个

“大胡子”老外和几个人一同驾车来加油

站加油，并查看了周围路况，“难道是在提

前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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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空降公路加油：加97号

昨日上午惊现北川辽宁大道，据民航西南地区管理局调查涉嫌违法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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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故事

就在你我的身边

随着法治观念的普及， 越来越多的人意

识到，法治就在你我身边。小到购物时从超

市买到过期商品，大到买房被开发商拖延交

房日期，这样的纠纷，在日常生活中几乎随

处可见。

而法治故事， 就是发生在你我身边的故

事。 你或亲友可能曾在消费过程中遭遇不公，

从而开始一段漫长而艰难的维权经历；你身边

的人或许有因为不懂法律，而遭受了原本可以

避免的重大损失； 你是否遇到过一位遵守规

则、诚信正直的人，正用实际行动践行着“法

治”。在法治成都建设过程中，你一定有许多

故事可以与我们分享。

本次“法治成都·我们的生活”微电影故

事（剧本）征集活动启动前，成都商报记者走

上街头， 邀请多位市民畅谈他们心中的法治，

环卫工人、公司白领、大学生、律师等都写下了

自己对法治的理解。

记者请一位在锦江区书院街清扫道路的

环卫工大姐谈谈“法治”。最初，她表示，这个

词对她来说有些高深。在记者解释之后，她说，

作为一名环卫工人，她希望法治能让和她一样

的环卫工的尊严和待遇得到保障，比如夏天的

高温补贴能够按时发到手里，路上开车的人能

给他们更多尊重。最后，她在白板上写下“法

治是活得有尊言（严）”。

大学生王艺璇回忆起自己和同学曾在暑

期打工被克扣工资的事情，最初老板看他们是

学生感觉没什么威胁，之后他们几个人据理力

争，并声称要报警，老板才立即拿出钱来照实

付了。她对法治的理解是“没有歧视”。

一位面店老板娘写下 “法治是由法律保

护我和我爱的人”，一名年轻男子写下“法律

是没有暴力执法”……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德顺表示，市民对法

治的不同理解，反映出多样的生活经历和内心

需求，他说：“有一点是共通的，即便是不太懂

法的普通市民，也渴望看到法治社会为个人生

活带来的积极改变。”

你的法治故事

我们的微电影剧本

为了让更多老百姓懂得法治，成为“依法

治市”的主体力量，提升对法治成都建设的认

同感和参与度，成都商报联合成都市微电影协

会，共同发起“法治成都，我们的生活”微电影

故事剧本征集公益活动。

我们希望听到践行法治的铿锵声音，看到

朴实动人的真人真事， 探讨法治的未来冀望。

当然，我们也呼唤有一定艺术加工色彩的“文

艺范儿”、“爆笑风”的法治故事创作。我们不

需要大文豪、思想家，你也无需顾虑自己有无

文学底子， 只需提交500～3000字数的身边小

故事或人物， 可以是你生活中对法治的困惑，

与法律之间的“小碰撞”，也可以描写某个打

动过你的法治人物。

作品风格、体裁、形式不限，只要讲清楚一

个故事，我们将邀请知名导演、作家、编剧组成

评审委员会， 对大家的作品进行专业评选。入

选作品将被改编、 拍摄成为10部微纪录片和2

部微电影，通过手机、网络、电视等平台向百万

成都市民传播。凡被选中的剧本作者，将获得

万元奖金。

真实经历“变身”电影剧本 还可赢取万元奖金

征集你我身边事

成都将拍“法治微电影”

一、征集时间：

2014

年

4

月

10

日

～5

月

3

日

二、活动方式：

（一） 面向社会征集我市“依

法治市” 工作各条战线的典型人

物、事件，并改编为系列微纪录片

和两部微电影；

（二）所有征集的故事将被上

传至成都全搜索新闻网 （

www.

chengdu.cn

）进行专题展示；

（三）优秀故事或剧本将在成

都商报、 相关网站刊发并作为典

型故事宣传；

（四）成都市微电影协会将根

据征集故事创作

10

部微纪录片和

2

部微电影，投稿者将获得相应的

稿酬。

三、作品要求：

（一）真实故事或以真实故事

改编的原创剧本；

（二） 故事内容需与法治有

关， 讲述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

的法治故事或人物；

（三） 文字作品字数为

500～

3000

字，视频作品不超过

10

分钟。

四、参与方式：

（一）在活动官方网站下载报

名表后，可通过以下方式参与：

1

、将报名表与作品共同直接

上传至活动官方网站 “法治微电

影征集”专题；

2

、 将 报 名 表 与 作 品 发 至

1713605917@qq.com

邮箱

;

3

、将报名表和作品邮寄至成

都市锦江区书院西街

1

号亚太大

厦

8

楼， 成都市微电影协会收，请

注明“法治微电影剧本（故事）征

集”。

（二 ） 报名或咨询电话 ：

028-

68017451

成都商报记者 王梅

“法治成都·我们的生活”

微电影故事、剧本征集

昨日，有网友质疑，飞机上公路，

造成交通安全隐患，交警部门是否将

对驾驶人进行处罚？“这还是第一次

遇见，还真没找不到依据进行处罚。”

交警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 昨日下

午， 交警部门到了飞机生产公司，与

公司负责人进行沟通，告知飞机降落

在公路上滑行的危险性，同时也告诫

对方， 以后试飞只能在规定跑道进

行，如遇特殊情况需要在公路降落滑

行，需提前向交警部门报送方案。

民航西南地区管理局：

严查此类违法飞行活动

事件在网上引起关注后， 北川经

开区办公室新闻发言人称： 当日上午

10时左右， 该区一家生产通用飞机的

企业， 聘用一名外籍试飞员驾驶一架

由该企业生产的两人座飞机， 在试飞

调试过程中违规降落到公路上， 并在

附近一加油站加油后，飞回该企业。目

前，有关部门正在对此事进行调查。

昨晚， 民航西南地区管理局发

布通稿，接到相关信息后，民航西南

地区管理局及民航四川监管局，联

合成都空军立即前往现场调查。据

初步调查， 此次飞行活动没有经过

民航和空军等相关部门批准， 飞行

员未能出示有效资格证明，同时，该

飞机的生产制造也未取得民航管理

部门的任何批准，涉嫌违法飞行。民

航西南地区管理局将会同相关部门依

法严肃查处此类违法飞行活动。

成都商报记者 汤小均 胡沛 图据网络

征集

办法

法治是什么？ 对于普通

市民来说， 这或许是个熟悉

又陌生的名词。熟悉在于，随

着法治观念的普及， 越来越

多的人意识到生活离不开

“法”；陌生则在于，在大家

的观念中，“法治”总是有距

离。 明日启动的“法治成都·

我们的生活” 微电影故事

（剧本）征集活动，将让普通

市民感受到， 法治与你是零

距离的。 你经历过的对法律

的坚守、 你曾遭遇过的不公

平、你对法治存有的困惑、你

身边的法治人物……都可以

成为微电影的剧本。 只要在

活 动 官 方 网 站 （www.

chengdu.cn） 的专题页面

上传故事（剧本）参与活动，

一经选中， 将获得和名导合

作的机会，以及万元奖金！

网友呼吁开罚单

交警：还真找不到依据

昨日下午， 成都商报记者从北

川经开区获悉， 该飞机是在北川通

用航空产业园组装的一架“CH750

小飞机”。

美国乔治海因茨飞机制造 （四

川）公司董事长陈伟介绍，昨日他同

外籍试飞员安迪一起驾驶这架样机

于10时17分起飞，飞行3分钟后，发现

下方道路宽阔，人车稀少，于是降落

下来滑行了一段，顺路到路旁加油站

加了个油。10时26分加完油后离开加

油站，10时28分飞回厂区。 此次飞行

高度在100米左右， 平时飞机的飞行

高度一般没有超过200米。 想到飞机

在这里生产组装， 就在附近2公里范

围内试飞了。

“之前我在河南、浙江也直接

降落到加油站加油， 没想到这次会

有如此大的‘动静’！”陈伟说，他

今年55岁，1996年取得飞行执照。以

前购买汽油就是拿桶到加油站去

买，比较麻烦，这次只是想试一试能

不能“顺路”加油。对于炒作的质

疑，陈伟表示否定，他说，这款飞机

还有很多手续没办下来， 他们不可

能自找麻烦。

在陈伟带领下，记者见到了昨日

试飞的这架飞机。据介绍，飞机翼展

9.1米、高2.6米、长6.7米、空重350公

斤，起飞着陆距离不超过50米。除此

外， 该飞机的最大特点是起降距离

短、飞机造价低（约为200万元），而

且还能使用汽油，目前公司正在组装

的此类飞机还有十架。

公司

解释

飞机滑行在北川辽宁大道

,

前面有一辆汽车

成都市民心中的“法治”

“拍拍动”使用方法：

苹果、 安卓手机用户可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

“拍拍动”下载安装。打开“拍拍动”，将摄像头对

准有“拍”字标记的图片，图片即可动起来！

涉嫌违法飞行

飞行活动

飞行员

飞机制造

试飞时见人车稀少

“顺路”加个油

从机翼部位给飞机加油

飞机驶入加油站

加完油，飞机离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