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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呆！
他辱骂推搡客车司机
车身晃动吓坏一车乘客

2021年4月8日13时35分许，刘某
福像往常一样驾驶号牌为川A8***F
的小型普通客车，从崇州市街子古镇
客运站出发到成都市茶店子客运站，
坐在后排的4名乘客也随着路途的颠
簸而昏昏欲睡。突然，安静的车厢内
传来一阵吵闹声，只见副驾驶位的一
名乘客冲着司机刘某福不断地辱骂、
推搡，情绪激动，时不时还将手往方
向盘探去。刘某福不断地进行解释，
安抚他的情绪，但仍然未能让其冷
静，反而使他愈发激动。正当车内人
员都在劝阻时，这名乘客突然伸手向
客车的方向盘抓去，猛地一拉，随即
引起车身一阵晃动，吓得车内众人一
身冷汗。而此时，后排座位一名乘客
立即起身上前制止这一危险行为，却
遭到该乘客无端殴打、辱骂。刘某福

见状，为保障车内人员安全，立即将
客车驶入茶店子客运站，而闹事乘客
也随即下车，消失在人海中……

该事件发生后，成都市公安局交
通管理局立即指定交警二分局进行
处置，并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宣法
处靠前指导，提前介入案件侦办过
程，及时调阅前期相关证据材料，并
以涉嫌妨害安全驾驶罪立案侦查。同
时，派出精干法制人员，全程指导交
警二分局对该案进行侦办，依法传唤
当事人邹某伟到分局接受调查处理。

经查：2021年4月8日13时35分许，
客运司机刘某福驾驶一辆号牌为川
A8***F的小型普通客车，搭乘邹某伟
和张某文等共5名乘客，从崇州市街
子古镇客运站出发到成都市茶店子
客运站。当车辆行经至成都市西三环
路四段主道时，邹某伟要求司机刘某
福立即停车并开门让其下车，司机刘
某福称按照客运车相关规定，必须到
站（茶店子车站）才能下客，而邹某伟

却认为刘某福是故意刁难，随后对刘
某福进行辱骂、推搡，并抢夺正在三
环路主道行驶的客运车的方向盘。车
上乘客张某文上前制止犯罪嫌疑人
邹某伟的危险行为时，遭其殴打、辱
骂。而后，司机刘某福将车辆驶入茶
店子客运站，邹某伟随即下车，车内
人员无伤亡情况，客车未与其它车辆
发生交通事故。

刑拘！
抢控驾驶操纵装置
邹某伟涉嫌妨害安全驾驶罪

犯罪嫌疑人邹某伟（男，67岁）对
行驶中的公共交通工具的驾驶人员
使用暴力和抢控驾驶操纵装置，干扰
公共交通工具正常行驶的行为已触
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
十三条之二之规定，涉嫌妨害安全驾
驶罪。目前，邹某伟已被成都市公安
局交通管理局依法刑事拘留。

2020年12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修正案（十一）》（以下简称《刑法修
正案（十一）》），根据《刑法修正案（十
一）》第二条规定，在1997年《刑法》第
一百三十三条之一后增设妨害安全
驾驶罪，作为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二。
该刑法修正案已于2021年3月1日起正
式施行。据警方介绍，该案也是成都
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侦办的全省首
例妨害安全驾驶案。

交警提示

乘车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请广
大市民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一定
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管理好自己
的情绪，遵守相关规则，文明安全乘
车。公共安全无小事，成都交警将依
法严厉打击此类违法犯罪行为，全力
保障道路交通安全平稳有序。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拓

3月23日上午，四川北川县白
坭乡的66岁大妈马久玉在自家药
材地除草时，遭遇一头200多斤重
的野猪袭击，导致头部、胸部、手
部等严重受伤。

回忆起自己遭受野猪袭击的
那一刻，马大妈仍然心有余悸。当
时，蹲在药材地上除草的她突然
感觉有东西在靠近，抬头一看，一
头大黑野猪直接冲过来，将她扑
倒在地，然后开始在她全身撕咬。

“野猪200多斤的样子，力量
特别大，直接把我拱翻滚了几
次。”马大妈说，野猪一直撕咬着
她，不知过了10多分钟还是半个
小时才离开。一息尚存的她忍住
剧痛，艰难地拨通了儿子的电话。

“在绵阳市中心医院医治了20
多天，现在命保住了，我们已经转
回北川的医院进行康复治疗。”马
大妈的女儿王德碧说，现在其母亲
已能简单地行走了。她提供的照片
显示，其母亲手臂上的一条伤口长
达10余厘米，缝了20余针。

“到现在为止，我们共用去医
疗费10多万元，这对我们来说是
一笔巨大的费用。”王德碧说，野
生动物把人伤了，因为是保护动

物，他们也不敢去打。
事后，高昂的医疗费也让家

人犯了愁。
对此，北川自然资源局野生

动物保护办相关负责人表示，今
年，他们通过招标购买了“野生动
物责任险”。马大妈遭野猪袭击受
伤后，他们也及时通知了保险公
司，预赔了2万元医疗费。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绵阳中心支公司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2021年，北川自然资源
局统一购买了“野生动物责任
险”，保期一年，赔付额度是2
万-15万元，即医疗费最高2万
元；出现伤残后，根据伤残等级，
最高15万元；造成人员死亡也是
15万元。同时，如果造成了财产损
失，也会根据损失情况进行赔付。

“北川地处山区，野生动物
多，政府统一购买野生动物责任
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老百
姓的损失。”北川自然资源局野生
动物保护办相关负责人说，对于
马大妈余下的医疗费，他们将和
当地政府进行沟通。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汤小均

5月30日，中国足球年度重头戏
——国足2022年世预赛40强赛下半
赛程的比赛即将开始。据《北京青年
报》的报道，中国足协已经确定了国
足40强赛的奖金分配方案，每场比赛
赢球奖金100-600万元不等，如果接
下来4轮全赢能拿到1200万元的奖
金。此外，从3月份的集训开始，国脚
每人每期集训能有10万元人民币的
补贴。

对此，有媒体专家和球迷们开始
计算国足究竟要拿多少奖金才能出
线，是否存在拿钱不出线的可能性。

足协“重赏”，鼓励国足出线

目前40强赛4轮战罢的情况下，国
足基本失去争夺小组头名的机会，但
接下来的4轮比赛全赢，国足铁定能
获得出线权。因此，足协也深知“重赏
之下必有勇夫”，对接下来的4轮比赛

设置了奖金。
按照比赛的困难程度，足协规定

赢下关岛、马尔代夫、菲律宾和叙利
亚的比赛奖金分别是100万、200万、
300万和600万，换句话说，国足接下来
4轮全赢，累计可得到1200万的奖金。

极难奥数题，难出最优解

重赏之下，国足就能够全胜吗？
在剩下的4场比赛里，他们有可能取
得2胜1平1负，或者3胜1负，或者3胜1
平。如果是上面三种比赛结果，那么
国足的积分将可能是14分，16分或17
分，出线难度非常大。

我们简单看一下每个小组前两
名的情况。

A组：叙利亚5场15分、中国4场7分
B组：澳大利亚4场12分、科威特5

场10分
C组：伊拉克5场11分、巴林5场9分

D组：沙特5场11分、乌兹别克5场
9分

E组：卡塔尔6场16分、阿曼5场
12分

F组：日本5场15分、塔吉克斯坦6
场10分

G组：越南5场11分、马来西亚5
场9分

H组：土库曼斯坦5场9分、韩国4
场8分

按照规定，东道主卡塔尔如果占
了十二强名额，那么成绩第五好的小
组第二球队，将获得十二强赛资格。
目前卡塔尔小组第一，所以8个小组
里，极有可能5个小组第二晋级十二
强赛。

一个让人不得不面对的情况是，
在目前8个小组的16支前二球队里，中
国队排在第16名！甚至还有几个小组
第三名的成绩都好过中国队。

总而言之，国足剩下的形势很明

确，4连胜就肯定进12强赛！但如果再
丢分，就不好说了。接下来，国足先后
对阵马尔代夫和关岛，赢球问题不大，
随后对阵菲律宾，这是生死战，对手也
想拿小组第二。最后对阵叙利亚，那个
时候，叙利亚已经提前拿到小组第一
了，有望给国足送顺水人情。

难怪有球迷分析，如果国足的表
现和第一阶段时一样，只赢下了关岛
和马尔代夫两支鱼腩部队，依旧拿菲
律宾和叙利亚毫无办法。他们的表现
肯定是不合格的，但依旧能稳稳收获
300万的奖金，岂不成了笑话？如果他
们赢下了前三场，拿走了600万奖金，
最终却依旧无缘出线，这笔钱不还是
打了水漂吗？当然，这些还都是后话，
足协制定这样的奖励政策，无非是想
刺激球员的积极性，避免再出现过去
那种“在国家队养生，回俱乐部拼命”
的现象。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胡敏娟

今年清明档电影票房的火
爆，让不少观众对即将到来的五
一档充满期待。

4月26日，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获悉，共有十余部影片预计
登陆今年五一档，包括张艺谋导演
的《悬崖之上》，郭富城、张子枫主
演的《秘密访客》，李玉执导的《阳
光劫匪》，许光汉主演的《你的婚
礼》，王凯、古天乐主演的《真·三国
无双》，姜武主演的《扫黑·决战》
等。今年五一档类型丰富，明星阵
容强大，业内人士表示，今年五一
档竞争激烈，堪称“最挤”五一档。

记者从灯塔专业版看到，目前
11部五一档上映影片已经开启预
售，预售总票房已经突破4700万
元，截至记者发稿时，排在五一档
预售前三名的影片分别是《你的婚
礼》（1990万元）、《悬崖之上》（1590
万元）、《秘密访客》（350万元）。

张艺谋新片《悬崖之上》将于
4月30日全国公映。该片以1931年
的哈尔滨为背景，讲述了共产党
特工前往哈尔滨执行秘密任务，
在身陷绝境之时不畏牺牲，与敌
人斗智斗勇，最终完成使命的故
事。影片由张译、于和伟、秦海璐、
朱亚文、刘浩存、倪大红、李乃文
领衔主演，目前已进行了两轮点
映，也是五一档上映影片中率先
进行点映的影片。从目前反响来
看，业内评价不错，该片或成五一

档头号种子。
4月18日，《悬崖之上》开启首

轮点映，猫眼开分9.2，淘票票开分
9.1。该片剧情紧凑，演员演技在
线，迎来不少观众好评。清华大学
教授尹鸿看完《悬崖之上》在微博
表示：“演员阵营豪华，是部完成度
很高的类型电影。”白岩松在首映
礼现场表示，张艺谋导演这次的作
品“像一个新人一样”独特创新。

除了《悬崖之上》，王晶、许悦
铭执导的《追虎擒龙》阵容同样强
大，集合了古天乐、梁家辉、吴镇
宇、林家栋四位大牌。该片改编自
以东汉末年为背景的同名游戏
——《真·三国无双》，讲述刘备、吕
布、曹操等人的传奇历史故事。该
片由王凯、古天乐、杨祐宁主演。

爱情电影《你的婚礼》由“豆
瓣2020最受关注演员”许光汉携
手“初恋女神”章若楠一起演绎，
展现了“从校服到婚纱”的爱情长
跑，这份长达15年的深情也许会
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

今年五一档竞争激烈，被业
内称为“最挤”五一档。电影数据
分析师坦克近日做出预测，今年
五一档期大盘票房将达到17亿，
新片中仅有《追虎擒龙》《你的婚
礼》《悬崖之上》《秘密访客》等4部
电影能票房破亿，但部分优质电
影将在档期过后持续发酵口碑。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世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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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3D”第2021106期开
奖结果：872。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第2021046期开奖结果：基
本号码：05 06 07 08 11 14 26，特别号码：15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福
彩

体
彩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21106期开奖结果：733，直选：
5847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3：14915注，每注奖金346
元。（34623650.83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21106期开奖结果：73320，一
等奖20注，每注奖金10万元。（356997284.06元奖金滚入下
期奖池）

超级大乐透第21046期全国销售359217248元。开奖
号码：06 08 12 14 18 06+08，一等奖12注，单注奖金
5909252元，追加5注，单注奖金4727401元。二等奖113注，
单注奖金94691元，追加70注，单注奖金75752元。三等奖
191注，单注奖金10000元。（748366613.41元滚入下期奖池）

兑彩票

四川首例妨害安全驾驶案

殴打司机还抢方向盘
闹事乘客被刑拘

“停车！快点停车！我要从这里下车！”
4月18日，一辆行驶在成都三环主道的客车上传出激烈

的吵闹声，一名男子坐在驾驶位旁，情绪激动地推搡司机并
大声吼叫，就在车内众人对其进行劝阻时，该男子突然伸出
一只手向客车的方向盘抓去……

上述这惊险一幕，发生在一名叫刘某福的专职客运司机
身上。刘某福每天的工作就是驾车往返于崇州与成都之间，
对于这条线路他再熟悉不过，也数不清搭乘了多少客人、往
返了多少趟，但有一点他能确定，就是总能安全地将乘客送
达目的地。对于客车上发生的上述险情，他至今都记忆犹新，
惊魂未定。

邹某伟抢司机的方向盘（视频截图）

十余部影片扎推五一档

张艺谋《悬崖之上》
能稳当头牌吗？

《悬崖之上》剧照

野猪袭击致六旬大妈重伤
野生动物责任险先垫付2万

今晚的夜空将出现今年首次“超
级月亮”。今晚11时22分，月亮与地球
最近，两者相距只有357378km。此时，
月亮的视直径最大，只要当地天色晴
朗，全国各地都可观赏到。

据四川省天文科普学会理事廖
凯介绍，“超级月亮”是满月（或新月）
与近点月同时发生的近点朔望月，由
于考虑到新月是不可见的，因此在通
俗的理解中，当月亮处于满月期间，
(此时因运行到近地点，又圆又大)，就
称之为“超级月亮”。

“超级月亮”的出现周期，大约为
413.4天。但廖凯表示，这并不等于在
400多天以内，我们就没有机会看见

“超级月亮”，“因为月球的轨道不是均
匀的，月球在公转一周后，其所处位置
还是很靠近近地点，因此，在每一次

‘超级月亮’周期范围的前后一两个
月，都还是有可能再次出现‘超级月
亮’。”也就是说，除开4月27日这次“超
级月亮”，下个月的26日也会有“超级
月亮”出现，这也是年度最大满月。

此次“超级月亮”成都市民能看
到吗？据成都市气象台报道，未来三
天，预计成都都将有夜雨袭扰，26日
夜间雨水在成都西部洒落，27日和28
日白天都将保持阴天间多云模式。廖
凯表示，受天气影响，成都能观测到

“超级月亮”的几率较小。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章玲

今晚见？
有点悬！“超级月亮”

国足世预赛40强赛下半赛程

重金悬赏 4轮全赢奖1200万

中国体育彩票胜平负任选9场第21046期：1133133303333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第21046期：1133133303333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 6 场半全场胜平负第21046期：
11113113133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第21046期：00221110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6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