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川妹子陈静娴挑战环球
飞行追踪

8月初，我和我的朋友们从美
国起飞，以中国女性飞行员的身份
挑战环球飞行。如果一切顺利，我
同时也将成为在31岁完成环球飞
行的、世界最年轻的环球飞行女飞
行员之一。

临行前一个多月，我忽然失去
了商业赞助，才打算筹 20 万美金
左右（这笔钱原本赞助商要提供
的），来实现自己的环飞梦想，但时
间太紧并没有筹到。

尽管预算紧缩，我们还是从美
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起飞前往纽
约，而后北上加拿大，之后借由格
陵兰岛，跳岛进入冰岛。

这是我环球航程中第一段横
跨大洋与广袤冰川的航段。冰洋的
温度在零度以下，冷过当年泰坦尼
克号的冰洋，如果人体直接浸泡在
冰水里，十分钟不到就会失去肌肉
活动能力，不出半小时就会昏迷。

因此，在起飞前我们需要先穿

上防水的 dry suit（隔水保温服），
才笨拙地爬进机舱。为了操纵飞
机，防水服只能先穿下半身，保证
双手得以解放。坐在橡胶的包裹之
中，虽然不透气，倒是十分暖和。

今天（编者注：8月7日）的航
程还需要横跨格陵兰岛高高的冰

盖。冰川表面粗糙起伏，时有冰湖
冰洞，也不适合飞机迫降，加上冰
川深处人迹罕至，如果有所不测，
很难展开有效搜救。

长时间飞越大洋，风险肯定大
于飞越平整的陆地。一旦有问题发
生，没有可供紧急迫降的地面，可以

选择的避险措施非常有限。在没有
GPS的时代，飞越大洋更意味着由
于缺少足够参照物而迷航的风险。

不过，现在得益于先进科技，
GPS为我们承担了绝大部分的计算
工作，飞行员需要做的更多是确保仪
表不出错，按照GPS指示精确飞行。

一边检查着GPS数据，我们一
边聊起古老的电视剧，星际迷航原
始篇（Star Trek TOS）。记得每集
开篇都有柯克船长的独白：“星历
XX年XX月XX日，船长日志：…”

同行的安全飞行员L老爷子忽
然笑起来，船长柯克要去机场贝尔克
了（冰岛雷克雅未克机场代码，BIRK
与船长KIRK后三字母相同）。

我驾驶着自己的“星舰”，勇入
无人之境，沿着北极圈的边缘前
行，飞越散布着碧蓝冰湖的无垠冰
盖，如成熟白松露剖面般分出斑斓
色带的岩面冰川，以及如漫天星辰
般散落在大西洋的冰山与冰块。海
风与洋流把散落的冰块聚集在一
起，在碧蓝的冰洋上描画出水流与
风向的潮汐曲线。冰上升起轻纱般
的雾气，有如置身仙境。

在夕阳渐染的北极暮色中，我
们到达了冰岛首都——雷克雅未
克。 陈静娴（Saki）

■市车管所昨召集21家社
会化考场法人代表开会，要求各
考场从8月9日起取消任何形式的
返点。如查出一起，停考三个月，
查出两起将终止该考场考点。

■考场取消任何为教练提
供的特殊化待遇，对以前该返
还没返的必须停止，决不许再
补返。

■“车管所的会议结束
后，我们立即进行考场内部会
议，商讨整改方案。”一位考场
负责人称，将根据考场经营核
算，争取为学员提供免费茶水
和午餐，并在目前320元的模
拟训练费基础上，进行适度下
调，让学员直接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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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车管所严查考场返点
查出一起 停考三月
查出两起 终止考点

市车管所要求各社会化考场今起取消任何形式的返点

小伙“野景区”瀑布跳水失踪

前日傍晚，距内江城区约 8 公里
的陡坎瀑布，3 名小伙从瀑布高处跳
入水潭时，其中一名小伙入水后失踪。
截至昨日17时50分，救援人员仍未找
到失踪小伙。内江市东兴区高桥街道
办及陡坎村村委会负责人介绍，陡坎
瀑布是未开发的“野景区”，不少年轻
人在那里冒险跳水，尽管当地组织了
劝导员劝阻，但不少游玩者不听劝阻。

陡坎瀑布位于陡坎村5组。“水潭
深六七米，（小伙）可能是跳下去被卡
在石缝中了。”陡坎村村委会负责人介
绍，3名小伙系朋友关系，均在20岁左
右。事发后，高桥街道办、当地消防及
村委会等迅速赶到现场展开救援。但
截至昨日17时50分，救援人员仍未找
到失踪小伙。高桥街道办相关负责人
介绍，陡坎瀑布属未开发的“野景区”，
并无专门的管理机构，也无相应的安
全防护设施和管理制度。由于该瀑布
距城区仅8 公里，夏季每天至少吸引
一两百人前去戏水，除了游泳，跳水的
人也很多，都是年轻人。“水潭底部都
是石头，此前也曾有人因此而受伤。”
该负责人介绍，当地在瀑布周边设了
不少安全警示标语，禁止游泳并提示
风险。同时，村委会还组织劝导员劝说
市民不要游泳，尤其不要跳水，但不少
人不听劝。 成都商报记者 姚永忠

南充母女被杀案告破
因安装纱窗锁发生口角引起

8月5日，南充市顺庆区荆南路某
小区发生一起命案，一名45岁的母亲
及其8岁女儿被人杀害。昨日，南充顺
庆警方通报，犯罪嫌疑人已被警方抓
获，初步查明系犯罪嫌疑人与死者因
安装纱窗锁发生口角，导致悲剧发生。

警方通报称，6日中午，28岁的犯
罪嫌疑人周某在巴中平昌县被抓获。
经初步查明，周某的职业为防护栏、门
窗安装工，在南充顺庆区务工期间，周
某在其女友家居住，其女友的家就在
案发小区。警方查明，8 月 4 日下午 3
时，周某上门为隔壁康某（死者）家的
纱窗安装锁，途中，周某返家找工具，
康某因急于外出便到周某家中催促。
在此过程中，二人发生争执，随着争执
激化，周某被激怒，用随身携带的弹簧
刀将康某杀害。随后，周某将尸体拖至
死者家中客厅，发现其女儿冯某也在
家中，为避免暴露又将其女儿杀害。目
前，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成都商报记者 王超

陈静娴开商报专栏讲述“我的环球飞行”
我驾驶着自己的“星舰”沿北极圈边缘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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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日晚上9点30分，四
川内江籍妹子陈静娴和同行的
3 位朋友从美国俄亥俄州出
发，开启为期2个月的环球飞
行之旅。如果一切顺利，她将成
为首位完成环球飞行的中国女
飞行员。

按照中国AOPA（国家民
用航空局主管的中国航空器
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官网
公布的航线，陈静娴将飞过
美国、丹麦、冰岛、英国、西班
牙、希腊、埃及、沙特阿拉伯、
巴基斯坦、印度、泰国、中国、
俄罗斯、日本等地，穿越广袤
的海洋、连绵的雪山和冰川、
荒无人烟的丛林和沙漠。目
前，她已越过格陵兰岛到达
冰岛，按照原计划下一站应
是英国伦敦，因时间问题跳
过伦敦直飞法国巴黎。陈静
娴将通过成都商报专栏讲述
分享她的环球飞行。
成都商报记者 颜雪 实习
生 楚俊杰

专栏
川妹子陈静娴的环球飞行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票
全国联销“排列3和排
列5”第16214期 排列
3中奖号码：709，全国中

奖注数7810注，每注奖额1040元；
排列5中奖号码：70953，全国中奖
注数18注，每注奖额10万元。●中
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16092
期开奖结果：前区02、13、31、33、34
后区07、11。一等奖2注，每注奖金
10000000元，追加0注；二等奖44
注，每注奖金 172219 元，追加 22
注，每注奖金103331元。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
票四川联销“3D”第
2016214期开奖结果：

942，单选 1174注，单注奖金 1040
元，组选3，0注，单注奖金346元，
组选6，2152注，单注奖金173元。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
“七乐彩”第 2016092期开奖结
果：基本号码：03、18、11、13、07、
24、01，特别号码：08。一等奖 0
注。二等奖 15注，单注奖金 29681
元。奖池累计金额 3116579 元。
（备注：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
后的结果为准）

兑彩票

此前，多位考场负责人向成都商报记者表
示，目前考场间出现的恶性竞争，希望相关部
门出面进行统一规范。“车管所尽管只是对考
场考试进行监管，但或许也不希望看到考场在
其他方面违反法律法规。”一位考场负责人认
为。会议结束之后，成都商报记者致电多位考
场负责人，他们均认为，有了统一的规范，考场
间至少有了约束，不能轻易破坏规矩。

其中一位考场负责人称，给教练返点也
让考场深受其害。作为社会化考场，顾客和服
务对象是学员，取消返点之后，将提升考场的
服务质量，以此吸引学员，“车管所的会议结
束后，我们立即进行考场内部会议，商讨整改
方案。”该负责人表示，将根据考场经营核算，
争取为每一位学员提供免费茶水和午餐，并
在目前320元的模拟训练费基础上，进行适度
下调，让学员直接受益。

成都商报记者 逯望一

成都驾考考场返点乱象调查

日前日前，，因机动车驾驶人科目二考试时因机动车驾驶人科目二考试时，，在郫县训练的学员童微在郫县训练的学员童微（（化名化名））被教练带到彭州考场进被教练带到彭州考场进
行模拟考试训练一事行模拟考试训练一事，，成都商报记者对成都社会化考场向教练返点乱象进行了调查曝光成都商报记者对成都社会化考场向教练返点乱象进行了调查曝光。。事后事后，，
其中一家被暗访的考场其中一家被暗访的考场，，撤除了专供教练买打折模拟票的柜台撤除了专供教练买打折模拟票的柜台。。多家考场负责人称多家考场负责人称，，已停止向教已停止向教
练返点的经营模式练返点的经营模式。。

昨日昨日，，成都多家社会化考场负责人透露成都多家社会化考场负责人透露，，成都市车管所昨日下午召集成都市车管所昨日下午召集2121家社会化考场法人家社会化考场法人
代表开会代表开会，，要求各考场从要求各考场从88月月99日起取消任何形式的返点日起取消任何形式的返点，，如查出一起如查出一起，，该考场停考三个月该考场停考三个月，，查出查出
两起将终止该考场考点两起将终止该考场考点。。

某考场负责人称，昨日下午的会议，各考
场法人代表还携带了各考场的公章，“每人签
署了一份承诺书，并盖了公章。”一位考场负责
人向成都商报记者透露，此次会议，成都市车
管所对所有社会化考场做了一系列要求。从8
月9日起，任何社会化考场必须取消任何形式
的返点，如查出一起停考三个月，查出两起终
止该考场考点。

考场模拟训练收费大厅只能由学员自己
缴费，不许教练代缴，一旦暗查到教练代学员
缴费，或暗中给教练返点，将处理考场。同时，
考场取消仼何为教练提供的特殊化待遇，必须
和学员一视同仁，对以前该返还没返的必须停
止，决不许再补返。市车管所还让其中一位考
场负责人代表所有社会化考场起草一份倡议
书，把服务态度和服务质量等公布于众，如考
场工作人员为学员作假及舞弊的，一律处理考
场，并停业整改。

昨日晚些时候，成都商报记者在龙泉
驿、新都、温江、郫县等地多家考场负责人
处证实了上述会议内容，各考场全部签订
了承诺书。

昨日，在温江、新都等地考场，学员已
开始在模拟训练窗口自行缴费。某考场负
责人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在模拟训练收费
大厅，对前来买模拟票的人，工作人员首
先要根据其身份证确定其学员身份，并不
再强行要求学员填写教练姓名。而诸如教
练休息室等场所，也取消了只限定教练才
能入内的规定。一考场负责人表示，倡导
学员自主约考，自己选择考试时间和地
点，这样也能减轻教练的负担。

某考场负责人坦言：“尽管此次车管
所看似向考场戴上了一个紧箍咒，但这对
规范行业秩序有积极的作用，提倡学员自
主约考，最终受益的是学员、教练和考场。

以前该返还没返的
必须停止 决不许补返

学员自主缴费
不填教练姓名

用服务质量来竞争
有考场拟调低模拟费√ √ √

最近，因一个马蜂窝出现在自家
新房窗沿下，金堂赵镇的陈先生迟迟
不敢装修房屋，打电话找消防队员，
得到的回复是：“等一下，取马蜂窝要
排队。”由于夏季灭火和抢险任务较
重，加上摘取马蜂窝的报警数量增
多，消防部门无法第一时间前往“为
民除害”。昨日下午，赵先生家的马蜂
窝终于被消防员摘除，而截至昨日，
金堂县等待消防队摘除的马蜂窝还
有44个。

市民求助
打119摘马蜂窝“要先排队”

8月初，金堂的陈先生准备将自
己位于赵镇狮子小区的房屋装修入
住，6日下午，他在这套清水房的一间
卧室窗沿下发现了一个足球大小的
马蜂窝，当天，他拨通了119向消防
部门求助。然而，消防队员没有过来。

“他们说金堂马蜂窝太多，需要按顺

序来——连摘马蜂窝都要排队了。”
记者昨日在陈先生家中看到，

马蜂窝所在位置正好在窗沿下方，
蜂窝规整饱满。这群不速之客，让陈
先生不敢开窗，也不敢让装修师傅
入场。昨日下午，金堂县消防大队消
防员赶到陈先生家中，穿上专业防蜂
服，用编织袋将马蜂窝摘除。赵镇另一
家住户窗户边的马蜂窝，也于昨日下
午被一并摘除。

金堂消防
还有44个待处理 请市民理解

在金堂县消防大队，消防队员
从接警系统中调取了一项数据，今
年5月以来，金堂县消防大队共接到
摘除马蜂窝的报警求助551个。而截
至昨日，待处理的蜂窝还有44个。

消防队员任欣说，每年5月到9
月是接除蜂窝报警的高峰期，多的时
候一天会摘除十几个，而遇到其他任

务或距离较远的，只能摘两三个。8月
7日午后，金堂县遭遇6-7级大风，消
防队员对辖区受损树木和房屋开展
了紧急抢险。当天就只出警摘了两个
马蜂窝。“对消防部门来说，灭火和已
威胁到生命安全的抢险是首要任务，
而除蜂、取钥匙，尽管是有警必出，但
时间上肯定要为灭火和抢险让路。”
面对繁重的除蜂任务，消防部门表示
会尽量及时为市民排险，但也希望市
民能理解消防队员的工作。

遇到马蜂窝除了找消防，是否
还有其他处理办法？成都商报记者
发现，网上不乏各种专业杀虫、灭鼠
公司的信息，昨日记者拨打了5家公
司的电话，4家表示不提供摘马蜂窝
的服务。5家公司中，仅有位于新都
大丰的一家杀虫公司工作人员称可
以取，但要根据距离而定，如果在大
丰上，费用需要400元。不过，该工作
人员似乎也没十足把握，“我们一般
也不接这些单子。”

马蜂凶猛 打119摘马蜂窝“都要排队”
5月以来金堂消防共接摘马蜂窝报警求助551个，截至昨日待处理的马蜂窝还有44个

根据金堂消防的接警
数据，大部分报警取马蜂窝
的地点均位于金堂县城，为

什么城区住宅小区出现越来越
多马蜂窝？对此，记者采访了成
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赵力。

每年夏季都是马蜂繁殖的
高峰期。“俗话说‘七蛇八蜂’，就
是指七八月份是蛇类与蜂类活
动较频繁的时段。”赵力说，夏季
昆虫活动频繁，植物生长旺盛，
为马蜂提供了比较充足的食物。

城区里出现的马蜂窝越来越
多，甚至出现在一些环境较好的住
宅小区里。其实，正是绿化建设给
马蜂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赵力
介绍，马蜂主要以昆虫为食，城市

环境的改善适宜更多昆虫生存，这
让本在野外生存的马蜂也跟着

“进城”。同时，因城市建设，人的活
动范围扩大，原先的郊区变成城
区。而马蜂没搬家，继续在原地
筑巢，也就出现越来越多的马蜂
和人同处一个屋檐下的现象。

赵力表示，马蜂通常会选择
一些通风较好、有充足光照、还能
挡风避雨的地方筑巢，如阳台、屋
檐等。市民遇到马蜂窝时不必惊
慌，尤其是马蜂窝离人活动范围
在50米外情况下，不予理睬，彼
此便可相安无事，如果在50米内
须摘除。最好等专业除蜂人员来
摘除，以免造成人身伤害。

成都商报记者 逯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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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城里越来越多马蜂窝为何城里越来越多马蜂窝？？

夏季是马蜂繁殖高峰
环境改善马蜂也“进城”

广元一家三口
吃野生菌中毒

因为食用捡来的野生菌，广元少
年陈凯一家三口中毒入院，母亲更因
病情加重不幸去世。

14岁的陈凯，家住广元朝天区平
溪乡工农村，那里盛产各种野生菌。前
些时候，陈母捡了不少野生菌回家，从
7月29日开始，一家人开始食用。7月
31日吃午饭，陈母照常用野生菌炒着
下饭，到傍晚时，一家人就感觉肚子不
舒服，上吐下泻，但当时没太在意。没
想到，第二天越来越严重，一家三口先
后到乡卫生院、广元市朝天区人民医
院治疗，均不见好转。8月2日下午，一
家人又转至广元市中心医院治疗。

陈凯的姐姐陈开蓉得知消息赶紧
从外地赶回广元，但昏迷的母亲躺在
重症监护室，已不能跟她说话。5 日
晚，因病情加重，陈母因多器官功能衰
竭去世。随后，病情愈加严重的陈父也
被送到重症监护室治疗。至今，一家三
口的治疗费已花去十多万元，大部分
都是从亲友处借的。因高昂的医疗费，
陈父已被接回家中观察照料。

目前，躺在病床上的陈凯身体虚
弱，面色苍白。医生说，虽然病情有所
好转，但他并未脱离生命危险。

成都商报记者 杨灵

陈静娴和同行的朋友在飞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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