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是一只懒小鸟 有机可乘闯成都

青岛飞成都的机舱内惊现呆萌小鸟，网友担心它会不会水土不服

新闻发生了，“女友”在现场，乐山小伙

郑阳（化名）炮制了两场谎言（河南公交砍人

谎称女友受伤、 茂县塌方谎称女友失联），只

想跟随记者前往新闻现场，他说，因为自己一

直怀有新闻梦，就是想当一名记者（成都商报

昨日报道）。不过，对于自己的行为，郑阳十分

内疚。昨日，他特意写了一封道歉信，委托商

报刊登， 希望可以得到公众的谅解。 郑阳表

示，他知道自己做错了，也意识到，自己应该

踏踏实实找一份工作。

他的道歉信

“我做错了，恳请大家原谅”

“致读者、观众和网友：

本人曾向多家媒体谎称， 女友在河南安

阳受伤，女友在茂县塌方现场失去联系，这是

不实事件，我向相关媒体，以及广大读者、观

众和网友表达歉意。

因我炮制了一条不实信息，误导了大家，

欺骗和伤害了大家， 我知道新闻是社会的公

器，是社会的监督和守护者，我不应该撒谎，

更不应该制造这种虚假的事情。

我做错了，但我恳请媒体和读者、观众、

网友原谅，不要追究我的责任。我很后怕，不

想让家里人担心， 父亲身体不好， 母亲很生

气，说我可能会被拘留。我想澄清事实，尽可

能降低社会影响，恳请大家给我一个机会，原

谅我。

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非常热爱新闻

这个职业，但是我文化太低，不能从事（这个

职业），才会想出这个办法。我喜欢靠近记者，

观察他们怎么提问题，怎么采访。慢慢地，谎越

撒越大，我一直很自责，我想象如果有一天我

真的需要媒体帮助， 大家可能都不会相信我

了。希望大家可以原谅我，我会吸取教训。

他的反思：

继续追梦？接受现实？很困惑

由于文化水平不高， 这篇道歉信满是错

别字，打了三遍草稿，语句不甚通顺，还有一

部分是通过口述方式完成。

昨日，几家媒体联系到郑阳，喊出他的真

名，这让他很惊慌，以为自己暴露了。一家曾

报道他“寻女友”故事的媒体联系到他，他说

自己一开始支支吾吾，最后一横心，还是道了

歉，并跟他们陈述了理由。

“做了虚假新闻， 记者是不是要被开

除？”郑阳困惑地问。他随身带上了那本《新

闻记者培训教材》，翻看的是虚假新闻报道那

一章节，阅读着一些案例分析，但只看了十几

分钟。他仍旧很关注新闻，早上就上网看了几

家媒体对湖南大巴爆燃事故的报道。 一提到

新闻他就侃侃而谈， 说自己敏感地发现新闻

并联系媒体的经历，他说，自己的新闻感觉很

好，打个比方，如果是普通车祸，没什么特别

的新闻点，他看一眼就会离开；如果有死伤、

逃逸或者酒驾等情节，那就是大新闻，要重点

关注。

对自己的新闻梦想，郑阳显得很困惑，他

一会儿说，“我喜欢新闻， 也考虑一直往前

走”，一会又说，“我也在考虑未来，是不是该

找一份工作？”郑阳说，自己还没有具体的打

算，曾想过在乐山，最好是在老家沐川找一份

工作，但感觉很困难。他说，自己对家乡心怀

一种恐惧，给他留下了一些阴影，那时他很自

卑，很想离开，有时他会跟家乡人谎称自己是

记者，或者驻唱歌手。

除了新闻，郑阳说他还喜欢唱歌，尤其喜

欢邓紫棋和阿杜，自称还参加过邓紫棋的歌友

会，“以粉丝的身份，而不是记者，很轻松。”

网络上，小鸟很快成为网友的谈资，有网

友称：“这只萌萌跟着灰机从青岛灰到了成

都， 还旅游了一盘， 好洋气”，“你过安检了

么？逃票来的吧？”一时间，大家都调侃着小鸟

说，是来成都吃火锅的，也来偷师打麻将，还

有可能听不懂四川话。 不少网友甚至对小鸟

打出旗号：成都欢迎你。

网友大赞鸟萌的同时， 也有网友指出了

小鸟在机舱中出现十分危险，并称，没有出事

太幸运了。网友们指出，小鸟若进入发动机等

处，会引发安全事故。

@

飞常准：

啾星人，你买票了吗？

@77

妹児：

回青岛的时候顺便把它捎回

去吧。人家在这边人生地不熟的，连个认识的

鸟都木有。

@

年轻时缺过钙：

一出飞机，完了！！！一

口山东话都无法和四川鸟沟通！！！ 最重要的

是水土不服！！！吃不惯川菜啊！！！连麻将都是

血战到底的！！！还是搭下一班回青岛吧

@

那身肉儿：

买票没有？没买给它拉回去！

@

多啦米花：

鸟怎么进机场的？机场不是

都屏蔽鸟吗？机场出现鸟不是很危险的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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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在咨询了相关专家后， 总结

了小鸟进入机舱的以下几种可能。

被旅客携带上飞机？

概率小

动物能上飞机吗？据民航局的规定，小

动物用飞机运输， 旅客必须在定座或购票

时提出，并提供证明，经同意后方可托运。

旅客应在乘机的当日，按指定的时间，将小

动物自行运到机场办理托运手续， 而动物

进入机舱是不允许的； 如果旅客要偷偷带

上飞机， 在经过安检的过程中也会被检查

出来，因此这种概率还是比较低。

飞行过程中飞进机舱？

概率小

昨日，一位民航业内人士表示，飞机在

起飞过程中要不断增压供氧， 机内的加压

装置会充气提高舱内大气压力， 飞机在爬

升过程中， 会达到人体所能够承受正常气

压的高度极限，这个高度是3000米，这个时

候飞机是相对比较密闭的环境， 这个时候

鸟儿飞进来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资深飞行

员告诉记者， 飞机在空中高速飞行时面对

一只飞鸟， 却是非常脆弱， 因此飞机起飞

前，机场都会进行专门的驱鸟工作。从空中

要想飞进机舱的可能性非常小。

在青岛机场溜进机舱？

概率大

多位民航业内人士表示， 极有可能是

在飞机进站过程中，配餐、上客的时候，鸟

儿在青岛机场飞进机舱的。 这种可能性目

前看来概率最大。

据媒体报道， 去年9月1日虹桥机场也

发生过小鸟闯进机舱的事情。当时，旅客已

全部登机完毕，就在飞机快要起飞的时候，

工作人员发现机舱内突然出现了一只小

鸟。经查，小鸟是趁旅客登机时，飞进廊桥

闯入机舱的。

为了确保飞行安全，在虹桥边检民

警的引导下，旅客返回候机楼，等待重

新起飞。最终，边检民警采用了专业驱

赶鸟类的声波设备， 成功抓到了小鸟，

有惊无险。

昨日成都机场净空防控部相关负责人

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近两年来成都机场陆

续投入了300多万元用于配置全新的驱鸟

系统，来不断完善驱鸟的“武器库”。据该

负责人介绍，机场在2011年还安装了3台远

距离定向声波驱鸟系统，俗称“声霸”，“威

慑”鸟儿威力相当大。

除了“人防”“技防”外，机场方面也力

图在生态方面进行防治，“主要就是对‘肇

事鸟’食物链进行研究，通过切断食物链，

研究它们的生活习性，改良植被等方式，从

而减少这些机场周边鸟儿的活动频率。”

一只“啾星人”打飞的，从青岛来到了成

都！昨日，这条消息红遍了网络。网友发微博

称，昨日由青岛飞往成都的国航航班上，机舱

里惊现一只小鸟。小鸟的呆萌照萌翻了网友，

不少网友调侃称小鸟来成都学习打麻将、吃

火锅，还担心其听不懂四川话。

昨日下午2时47分许，@成都全接触 发微

博称：“CA4512� 10:10~13:05� 国航 今天青岛

到成都的航班，客舱里惊现一只小鸟，萌萌哒

有木有。1700公里， 您已安全着陆， 这里是成

都。”微博配发了3张图片，图片中一只小鸟出

现在了机舱行李架上。昨日，国航西南分公司

相关负责人向成都商报记者证实， 航班号

CA4512青岛飞成都的航班于11：23起飞，13：

38顺利抵达成都双流国际机场。 在飞行过程

中， 确实有旅客发现机舱行李架顶部出现一

只小鸟。这条微博发出后，引来网友围观。

小鸟是如何进入机舱的， 国航方面表示，

现在暂时还不知道，“分公司正在进一步收集

情况。”国航西南分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经咨

询相关业务人士，这种情况不会影响飞行安全。

成都观鸟会会长沈尤称， 因为图片上看

得不是很清楚，经过初步判断，小鸟可能是褐

头山雀或是沼泽山雀， 沼泽山雀在青岛和川

西北高原有分布，是普通的鸟类。至于鸟儿是

怎么进入机舱的，沈尤分析，因为飞机有开舱

门的时间，可能是这段时间飞进去的。但也不

排除是乘客自己携带，从行李舱中飞了出来。

小鸟怎么进入机舱的？

起飞前溜进机舱可能性最大

2岁半的小男孩皮皮（化名）一个人

在院坝中耍， 妈妈站在3楼阳台上 “监

护”他。可是，一名骑电瓶车的男子却将

孩子抱起，带着娃娃扬长而去……

昨日上午， 这一幕发生在金牛区盛

兴路兴盛小区内。然而，1个多小时后，孩

子却奇迹般地回到了小区。这段时间，皮

皮到底去了哪里？娃娃太小说不清楚。目

前警方已介入调查。

妈妈：“络腮胡”带走娃娃

皮皮到底是怎么走丢的？ 皮皮的外

婆任女士称，昨日上午，她带皮皮去菜市

场买完菜回到小区， 孩子想在楼下玩不

肯上楼， 她便提着菜先行回到3楼家中。

孩子太小，任女士也担心出事，便让皮皮

的妈妈在家里的阳台上盯着小家伙。

妈妈黄女士说，没多久，一辆黑色电

瓶车骑到皮皮的身边停下， 并朝正在玩

耍的皮皮张开双手，似乎是在逗孩子玩。

不过，随后男子顺势将孩子抱上了车，然

后骑车离去。“你要把我娃娃弄到哪儿

去？”听闻黄女士的喊声，骑车男子下意

识地回头， 黄女士说她看见了骑车男子

的半张脸：胡子到脸颊，中等身材，三四

十岁。黄女士赶紧报警，这时时间是上午

9点45分。

娃娃回家“络腮胡”身份成疑

就在大伙儿一筹莫展之际，11时20

分许， 邻居王婆婆牵着皮皮的手出现在

小区楼下。“娃娃找到了， 找到了……”

家人喜极而泣。从皮皮失踪到回家，历时

1小时35分钟左右，他被“络腮胡”带去

了哪里？“打我”“果汁”“糖果”“馍

馍”……皮皮年纪太小，无法完整表述，

对于与“络腮胡”共处时发生了什么，记

者只是从皮皮口中断断续续听到了上述

这些词语。“络腮胡”是谁？黄女士说她

不认识， 皮皮先说“认识”， 后又表示

“不晓得（络腮胡）是哪个”。

娃娃咋个回家的呢？

由邻居婆婆和怀孕商贩送回

皮皮是如何回家的呢？王婆婆告诉

记者，昨日上午11时许，她到小区附近

的菜市场买菜，刚到菜市场就看见一个

眼熟的小男孩站在一商铺门口。“你是

不是叫皮皮？”在王婆婆印象中，眼前

这个男孩就是黄女士的儿子，但不十分

确定。得到小家伙肯定回答后，王婆婆

急忙说：“你娃娃还站在这里， 你家里

人都急晕了！”这时，商铺老板娘杜女

士也注意到了皮皮，她经常看见皮皮的

妈妈和外婆带他到菜市场。“从娃娃眼

神看，他有点害怕。”杜女士说，皮皮在

菜市场时的表现，与在家的调皮形成了

很大反差。

得知王婆婆是到菜市场买卤肉，怀

孕多月的杜女士决定送皮皮回家。 令杜

女士没想到的是， 途中皮皮竟把她带进

了一家游戏厅。 而担心孩子再次失踪的

王婆婆说，“要把娃娃送回家才放心，要

是又丢了咋办？”最后，王婆婆把皮皮亲

自送到了他家人手中。 据菜市场办公室

工作人员表示， 菜市场入口处的监控并

未投用， 是谁把孩子放在了菜市场出入

口处却没人知道。

目前，警方表示将认真调查此事，不

排除带皮皮重走现场。

成都商报记者 锁千程 实习生 孙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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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演员”反思 郑阳：我错了

炮制两场谎言的乐山小伙登报致歉，恳请大家的原谅

或是掩饰自卑 渴望得到关注

“为什么我就是想当记者，对其他任

何事都没兴趣呢？” 郑阳说， 对于这个问

题，自己一直想不明白。

对此， 蓝色港湾心理专家朱文波认为，

郑阳的出格行为，可能基于一个原因，就是

掩饰自己的自卑心理，他渴望得到关注，对

新闻记者的热爱和追崇， 能满足他的虚荣

心，以及对被关注的渴望。他表示，就像郑

阳自己提到的，他小时候很自卑，语文数学

只能考几十分，初中都没毕业，成人后又没

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偏执的性格让很多人

无法理解。因此，朱文波认为，郑阳的媒体

梦并不真实，他希望郑阳能面对现实，踏踏

实实找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

新闻演员

心理专家

热情可嘉，方法不妥

北京盈科（成都）律师事务所寇翼律

师指出，郑阳多年以来追寻“记者梦”的热

情可嘉，但方式方法不妥，所幸的是，他的

两次行为均没有造成过大的影响。实际上，

他充当的是报料人的角色， 如果向媒体故

意提供虚假信息，导致侵犯他人名誉、隐私

等权利，或对媒体造成经济损失的，将承担

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同时，还可能承担提

供虚假信息致使媒体报道不实所引致的法

律责任。

成都商报记者 张漫 安利平

实习生 吴家家

律师说法

记者从国务院“7·19”特大道路交

通危化品燃爆事故调查组获悉，沪昆高

速邵怀段特大道路交通危化品燃爆事

故发生后， 在公安部的统一指挥协调

下，湖南、福建、四川公安机关目前已对

事故中涉及非法生产、 销售危险化学

品，非法改装、伪装车辆和非法运输危

险化学品，以及不履行主体责任、违规

从事客运的有关企业法人、安全管理人

员、违法经营者等20名责任人采取了控

制措施， 其中10人被依法刑事拘留。目

前，有关部门仍在对现场提取的相关物

证进行鉴定分析。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告诉

记者， 肇事货车运送的危化品来自长沙

市某化工原料公司。 对于该公司的具体

情况，目前正在进一步调查。而该货车车

主系40岁左右女性，湖南岳阳人，暂住长

沙市芙蓉区，目前已被控制。

（新华社）

20名责任人被控制

其中10人被刑拘

这1个多小时

2岁半娃娃去了哪儿？

目前警方已介入调查

网友热议

“啾星人，你买票了吗？”

沪昆高速7·19燃爆事故追踪

老鼠闹机

沙特航空1天损失54万美元

近日，沙特航空公司的一架从开罗开往

沙特阿拉伯的客机准备起飞时，一只小老鼠

出现在了机舱内。 最终在经过长达8小时的

延误后，航空公司调来另一架客机，将乘客

送到目的地。 出事的客机本应在当天完成3

班飞行。由于小老鼠捣乱，沙特航空公司一

天的经济损失竟高达54.5万美元。

据悉，2006年，当沙特一架客机在万米

高空飞行时， 大约80只老鼠突然从一名乘

客的背包中“大逃亡”，并在机舱内四处乱

窜。 飞机紧急迫降，7名捕鼠专家展开了近

30小时的“灭鼠大战”。

小蛇入侵澳大利亚航班

370人换航班

据外媒报道， 澳大利亚澳航公司一架

原定从悉尼飞往东京的客机，登机前，客舱

的门边发现一条20厘米长的小蛇。 澳航随

后安排机上370名乘客在悉尼过夜，改搭次

日的早班机。

胸藏12厘米大蜘蛛

女士登机前被查

据华商网报道，“体形巨大，性格温顺、

无毒，是经典的宠物捕鸟蛛”……2011年2

月的一天，听到这些介绍，咸阳机场的安检

人员还是对何枫（化名）女士说：“不行，你

不能把蜘蛛带上飞机！”

“通过辅助仪器的检查，我们发现了她

胸前藏有异物。”安检员要求对年轻的女性

旅客何枫进行单独检查， 没想到何枫把手

伸进衣服里， 竟然掏出一只活生生的巨型

蜘蛛。这只大蜘蛛长约12厘米，背甲和脚为

蓝绿色，脚趾为粉红色，浑身被黑色的茸毛

覆盖，长相恐怖不说，两颗大“毒牙”更让

安检人员后背发凉。

据何枫讲，这只巨型蜘蛛属于捕鸟蛛一

类，长相虽然硕大凶悍，但性格非常温顺安

静，且属于无毒宠物，两颗大牙纯属吓唬人

用的。因违反相关乘机规定，何枫最终还是

和心爱的蜘蛛暂时分手。

（看天下）

高速飞行的飞机与小

小的鸟儿相撞， 可能会酿

成大事故。 鸟儿们低空飞

行的高度范围， 一般是在

距离地面60米到100米的

区域内， 而这正是飞机起

降的高度， 也是飞机最不

稳定的时候， 因此飞机在

起飞、爬升、下降、近地和

着陆阶段是最容易出现鸟

击状况的时候。根据统计，

超过90%的鸟击发生在机

场和机场附近空域，50%

发生在低于30米的空域，

仅有1%发生在超过760米

的高空。据资料显示，一只

重量约1公斤的鸟，对飞行

中的飞机来说， 其撞击力

却有10吨之巨。

幸好！

小鸟出现在机舱内

机舱内还来过哪些不速之客？

有惊无险

机舱行李架上出现一只小鸟（红圈内） 图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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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全接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