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蛟龙出海
“水上钢铁侠”扯眼球

3月31日午后，阳光明媚，位于
乐山市井研县的大佛水库，两个人
影如同“蛟龙出海”突然从水里腾
空而起，达五六米高，而脚下的飞
行器喷着巨大的白色水柱，稳稳地
将其托着悬在半空中，酷似科幻电
影中的“钢铁侠”出动。

“好！下面再来一次，两组同时
升空做后空翻，另一艘技巧艇从中
间穿过来。”岸边，一位微胖的中年
男子朝湖面上的飞人大声喊着。中
年男子名叫韦剑琦，水面上的两位
飞人则是他的徒弟小刘和小向。

他们到底是如何从水上升空
的？韦剑琦说，“水上飞人”一般两
人一组，一人驾驶水上摩托，一人
在水面上表演。飞行奥秘就在于飞
行器底部连接的巨大水管，水压把
飞行器推向高空，同时由飞行器中
喷向水面的水柱又形成反作用力。

“与水管相连的坐式摩托艇提
供的水压控制飞人的飞行高度，加
大马力喷射高压水柱飞人则会升
高，反之则下降。”韦剑琦介绍，飞人
则在水面上空做出诸如旋转、后空
翻、高空滑翔等一系列高难度动作。

水上飞人
一个摩托车爱好者的蜕变

“水上飞人项目进入中国也才

几年时间，现在国内玩的人也不是
特别多。”今年44岁的韦剑琦是一名
退伍转业军人，从乐山某国有企业
下岗后，一直从事摩托车维修。2000
年前后，韦剑琦在乐山成立了一个
摩托车车队，平时大家相互交流切
磋，每年还征战各地参加比赛。

2010年，韦剑琦和车友们在珠海
参加一次比赛时，在海边看到了几
艘飞驰的摩托艇。“试了几把，觉得
太刺激了。”韦剑琦当即花了3万多
元买了一艘二手摩托艇运回乐山。

2013年，到悉尼旅游的韦剑琦
意外发现了水上飞行器，看到人在
空中翻腾，他一下子被吸引了，“原
来摩托艇还可以这样玩。”一年后，
韦剑琦发现，水上飞人项目已被引
进国内，并纳入中国摩托艇联赛的
正式比赛中，“我又有了新的目标。”

乐活背后
每天的油费一两千元

去年6月，韦剑琦花了3.8万元
买了第一台水上飞行器，并很快在
摩托艇圈子里传开了。不过，不少
人体验后都望而却步了。这一度令
韦剑琦很沮丧，但他不想放弃，一
边自己在模仿网上外国人的视频
苦练，一边寻求外地同行的帮助和
交流。“既然国家将水上飞人正式
列入了中国摩托艇联赛的比赛，我
就努力培养几名运动员，参加比赛
去。”韦剑琦雄心勃勃，最多时有10

多人来学习水上飞人项目。16岁的
小刘正是其中的一位。

“外人看到这些动作很刺激，
但背后的训练却是枯燥而艰辛
的。”小刘说，刚开始练习的时候，
每一个动作都非常难，特别是后空
翻，稍不注意，翻过头，身后那根提
供动力的管子，重重打在头上，落
水的一瞬间，巨大的冲击会造成全
身多处受伤。

对于水上飞人，28岁的小向也
充满了热爱。小向说，去年下半年，
他们平均每周都有5天在训练，一
般情况下，每天至少训练4个小时，
光每天的油费就需要一两千元。

心中有梦
希望能“飞”进国家队

据韦剑琦介绍，去年底，他的6
名徒弟到三亚参加了水上飞人培
训班，其中小刘、小向等4人通过了
考核，主办方正在协助办理运动员
注册事宜。与此同时，韦剑琦也正在
向中国摩托艇协会申请注册“四川
升功动力水上运动队”的团体会员。

在韦剑琦的构想中，希望几位
徒弟能朝水上飞人专业运动员方
向发展，争取“飞”进国家队，有朝
一日能够与外国友人同台竞技，展
示国人风采。同时，韦剑琦认为，水
上飞人项目表演观赏性很强，今后
他们也可以考虑做一些商业演出
来贴补训练所需的费用。

昨日，成都阳光拨开云层如
约登场，下午2点全市均温达到
27℃，不过在昨日夜间，云层已悄
悄汇集。今天白天，阳光开始躲

闪，傍晚局部地方有阵雨，随之全
市将有小雨飘落，气温略降，直至
6日白天小雨才会止步。

成都商报记者 逯望一

近日，泸州市龙马潭区市民王先
生将自己的宝马车停放在沱二桥某
娱乐城楼下，凌晨出来发现自己宝马
车的后视镜被人偷去一块，他十分懊
恼地报了警。值班民警调看了监控视
频，发现案发时曾有一辆车在现场附
近转悠，民警根据该车行驶路线追
踪，找到了这辆可疑车辆。令民警意
外的是，这居然也是一辆宝马车。

被抓后，两名嫌疑人很快交代

了作案动机。原来，嫌疑人小华（化
名）自己有辆宝马5系轿车，今年2
月停放在路边时被人偷走了两块后
视镜。心痛不已的他花了几百块钱
买了一块后视镜，装上后发现效果
不如原装的好，且不带加热功能，
于是萌生了找辆同款车，偷块原装
后视镜的想法。

案发当晚，小华叫上表弟小安
（化名），两人开着车出门转悠，发现

王先生停在路边的车辆和自己车型
相同，于是自己望风，小安迅速将宝
马车后视镜偷走。

据维修店工作人员介绍，这款车
的后视镜大约为2000元一块，如果发
热功能的线路损坏了，那么维修的费
用约为四五百元。

目前，小华和小安已被刑事拘
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王巍 陈治舟 成都商报记者 蒲康林

4月3日，17名冒充“中国好声
音”工作人员、涉嫌诈骗犯罪的郑某
某（男，海南人）、冼某某（男，海南
人）等17名嫌疑人被押解到广元，这
也标志着“12·30”特大通讯网络诈
骗案被广元警方成功侦破。

去年12月，广元市昭化区元坝
镇何某接到自称“中国好声音”工作
人员的电话，称其在“中国好声音”
活动中获奖，何某误以为真，先后被
犯罪嫌疑人以订金、保证金、税金等
名义骗走3.7万元。12月30日，何某

某到广元市公安局昭化区公安分局
报案。“12·30”专案组20余名干警历
时60天，奔赴安徽、江苏、重庆、海南
等地，查实了郑某某、冼某某为首的
诈骗团伙的诈骗证据。

3月31日，专案组开展集中收网
行动，打掉了5个网络作案一条龙窝
点。此案共抓获犯罪嫌疑人38人，现
场收缴赃款现金151万元，查封冻结
涉案赃款200余万元。目前，该案仍
在进一步侦办中。

高志农 成都商报记者 汤小均

空调大促降降降，市民热情买
买买！昨日，在蓉城掀起一股强劲

“价格风暴”的成都商报买够网空调
特卖节，迎来开幕以来销售井喷的
一天——特卖节线上线下齐发力，
单日销量让参与此次活动的美的空
调销售方也连呼“没想到这么高”！

这“高销量”的背后，是特卖节
优惠措施的实实在在，以往美的空
调大促都是8折起，而这次不仅全场
7折起，还惊现了低至1299元的1P挂
机！更让市民买得放心，特卖节承诺

“三个月内全城保价，买贵补差”。
●网上特卖 他囤了三台空调
这个小长假，市民李先生早就

预订了外出旅游的行程，得知买够
网要举行美的空调特卖的消息后，
非常感兴趣，就致电买够网希望特
卖节延长。“新房这个月底就装修完
工，没想到今年的空调大促来得这
么早，力度这么大，错过太可惜了。”

昨日，李先生看到消息买够网
空调特卖节的热销机型也可以网上

下单，于是他立即用手机登录买够
网微信店，选了一台柜机和两台挂
机，“网上可比价，还是买够网更便
宜，所以就直接下单了。”

●都来买空调 老同事喜相逢
这几天，空调特卖节带来的人

气让解放路一段显得热闹非凡，许
多刚需市民都亲临现场选购空调。

“有两个婆婆以前是一个厂里
的，后来多年未见，这次都拿着商报
来逛空调特卖节。”导购杨小姐说，两
人前后脚到店，详细询问了看中机型
的性能和价格，来到柜台付款，“偶

遇”后都很开心，握着手摆谈了好久，
“她们都想着早买空调安装不排队，
所以来逛特卖节，没想到就遇上了。”

目前，空调特卖节只剩下今明
两天，活动结束后，大力度优惠也将
同步结束，想买相因空调的朋友可
要抓紧时间咯。 （余兰）

●线下空调特卖节
时间：4月1日~5日9：10至20：30
地点：金牛区解放路一段202号

附14号美的空调旗舰店（瑞安·城中
汇对面）

产品：美的全系空调7折起，单
品最高降3000元，3个月内全城保
价，买贵补差！

咨询热线：028-86626666

扫二维码
参与线上
空调特卖节

买相因空调 再不下手就晚了
买够网首届空调特卖节还有两天，美的全系空调7折起，亲临现场或是网上均可下单

乐山有群发烧友

水上飞
成
都

今日 阴天转阵雨
15℃-24℃ 偏南风1-2级

●电脑型中国体育
彩票全国联销“排列
3和排列5”第16087

期排列3直选中奖号码：917，全
国中奖注数2994注，单注奖金
1040 元；排列5中奖号码：
91727，全国中奖注数38注，单
注奖金10万元。●电脑型中国
体育彩票7星彩16038期开奖
结果：2817111，一等奖2注，每
注奖额2563770元。二等奖8注，
每注奖额29549元。3000000元
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
国联销“3D”第2016087开
奖结果：099，单选420注，单

注奖金1040元，组选3，713注，单注奖
金346元，组选6，0注，单注奖金173
元。●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
“双色球”第2016037期开奖结果：红
色球号码：31、33、32、06、15、26，蓝色
球号码：16。一等奖3注，单注奖金
10000000元。二等奖97注，单注奖金
293695 元 。滚 入 下 期 奖 池 资 金
494817840元。（备注：以上信息以开
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兑彩票

玩“水上飞”你需要知道的
对于水上飞人运动，乐山市旅

体委相关人士表示，以前开展这些
特殊体育运动需要备案，现在不需
要了。现在提倡全民健身，水上飞人
项目也是一项水上运动，但是提醒
市民务必注意安全，一般人也不要
轻易去模仿和尝试极限运动。

乐山市海事局相关负责人也
表示，现在关于私人使用冲锋艇、
摩托艇等，暂时没有具体的管理办
法，只要不驶入通航水域，比如乐
山大佛附近等水域，一般没有制
止。如果要在通航水域进行水上运
动或训练，需要向当地海事部门进
行申请。 （顾爱刚）

乐山新闻热线：18508336363

自由飞行，是人类长久以来的梦想。而如飞鱼般灵巧地翱翔
于水面，则能带给人更多的刺激。当下，一种被称为“水上飞人”
的新颖极限运动，可让人体验到水上漫步、高空翻腾的美妙滋
味，比电影中的“钢铁侠”还要酷炫。

在四川乐山，就有这样一群摩托艇爱好者，已经先行先试玩转
了水上飞行器。目前，水上飞人已纳入中国摩托艇联赛的正式比赛，
他们也渴望在兴趣爱好的基础上，朝专业运动员方向发展，争取
“飞”进国家队。 成都商报记者 顾爱刚 摄影报道

其中4人正办理运动员注册，
渴望“飞”进国家队

宝马后视镜被偷 男子找个同车型的偷回来！

冒充“中国好声音”17人跨省团伙被摧毁

成都市区空气质量预报
今日中度污染或重度污染 AQI指数：175～205

温馨提示：进一步加剧易感人群症状，可能对健康人群心脏、呼吸系统有影响。儿
童、老年人及心脏病、呼吸系统疾病患者避免长时间、高强度的户外锻炼，一般人群适
量减少户外运动。（据四川省气象台、成都市环保局官网）

今日傍晚有阵雨 明日气温略降

明日 阴天间多云
15℃-22℃ 偏南风1-2级

清明假期，不少市民都准备祭
祀、出游。专家提醒，出游前应注意做
好相应准备，避免遭遇“清明综合征”。

一防：心急尝鲜中毒。清明前后，
发生腹泻的几率较高，主要原因是出
游时为尝鲜而误食。成都市第三人民
医院急诊科主任魏鸣介绍，野芹菜、
莼菜、马齿苋等野菜，都含有可能导
致过敏的物质，某些过敏体质的人群
在食用后，容易发生过敏反应。

二防：情绪过激发病。成都市第
三人民医院心内科医生唐炯表示，
清明节前后天气多变，再加上扫墓
催人悲伤、情绪低落，很可能加重一
些心脑血管患者的症状。

三防：赏花致过敏。成都市第三人
民医院美容科医生杨皓月提醒市民，
赏花、踏青最好戴上口罩、眼镜保护
物，不要让皮肤直接暴露在花丛中。回
家后，还应立即洗脸、换衣。 新华社

清明出游做好“三防” 避免“清明综合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