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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07

两位美女
“从天争到地”

2016年，两位中国女性王争、陈静娴先后向“中国环球女飞第
一人”的目标发起挑战，同年9月，两人先后完成环球飞行。不过，
在谁应该获得这一称号的问题上，两人多次对簿公堂。

上月10日，陈静娴起诉王争的案子在北京海淀法院第一次开
庭。昨日（10月8日），陈静娴告诉成都商报记者，首次开庭后，法
院还没通知下次开庭时间。

王争
陈静娴真的是陈静娴真的是

自己驾驶飞完全程吗自己驾驶飞完全程吗？？

作为王争一方，对陈静娴的环飞提出了“假
飞”的质疑，认为从保险单签字人、陈静娴本人
公布的飞行细节及机上人员的表述中，都可看
出这次环飞并不是由陈静娴全程驾驶完成，“这
些我们都有证据可以证明。”张起淮表示。

针对王争一方对陈静娴保险单签字人的
质疑，陈静娴表示，保险单上有她的名字。

“我推测，王女士可能认为保险公司不会
认可我的驾驶能力，进而不可能把我作为飞行
器驾驶员（机长）列名在飞机的保险文件上。”
陈静娴解释道，飞机保险对于列名的飞行器驾
驶员（机长）的要求详细，除了需要具备相应等
级飞行执照及健康证明外，还需要审核飞行员
的飞行小时、近期飞行小时以及相应机型飞行
小时等具体经验。

“因此未能被列名在飞行保险单上的驾驶
员，很大可能是并没有实际驾驶飞机的——至
少从保险公司的角度看来，此人无法安全驾驶
该特定飞机，保险公司不愿意对此人承保。很
可惜，保险单上有我的名字。我没有义务向王
女士公示我的保险单。”陈静娴说，她的环球飞
行保险单在她2016年出发环球飞行之前，就已
经提交给AOPA环球飞行奖金的相关负责人
士检视存档。

9月30日及10月8日，记者多次联系中国
AOPA，截至发稿前，尚未得到相关回复。

陈静娴
王争若是完成环飞王争若是完成环飞
为什么至今没拿到百万奖金为什么至今没拿到百万奖金？？

2016年11月1日，中国AOPA秘书长张峰在珠
海航展上为王争的环球飞行颁奖，授予王争“中
国环球女飞第一人”荣誉头衔。成都商报记者搜
索发现，2016年9月21日 ，AOPA官网曾以“中国
飞行员完成单独环球飞行”为题，特地介绍，王争
作为第一个完成环球飞行的中国女性，中国AO-
PA将为其颁发100万元的奖励。

但陈静娴则告诉成都商报记者，王争自称的
“飞行纪录”目前存疑，无法提交原始飞行证据证
明她2016年的相关飞行事实，相关航空组织正在
进一步审核，所以王争至今都没获得百万奖金。
因此，陈静娴认为自己作为唯一的竞争者，她有
可能获得这笔奖金。

9月30日下午，成都商报记者联系上这百万
奖金的发起人之一陈玮，他说：“王争一直没有按
照奖金的要求提供她环球飞行的证据，到目前为
止，我们不知道她是否完成了环球飞行，所以奖
金一直没有给她。我已经把奖金给中国AOPA
了。”陈玮还表示，当时给她颁奖是有失误的，不
应该在没有得到证据之前确认。

面对这样的质疑，王争表示，当时的颁奖仪
式已经进行了，虽然中国AOPA一直没有兑现奖
金，但并不代表自己“中国环球女飞第一人”未被
认可，“我在环球旅行之后，就已经将资料提交给
AOPA。几个月前，要求我再次补充提交的材料
也已经递交。”王争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2018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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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大佛“体检”4个月：

景区正常开放
九曲栈道关闭

一提起乐山，大家总会想起那座世
界上最大的石刻弥勒坐佛。刚刚过去的
这个国庆黄金周，乐山大佛景区热闹非
凡，坐在江边的大佛接受了逾22万人次
游客的观瞻。不过，屹立千年的乐山大佛
也有“身体不适”的时候。

10月8日，乐山大佛启动为期4个月
的“体检”，将进行胸腹部开裂残损区域
抢救性保护前期研究及勘测工作。当日
上午，乐山大佛景区九曲栈道处已经开
始施工前打围封闭。根据勘测工作方案，
2018年10月8日至2019年2月4日期间，将
搭建脚手架近距离勘测调查大佛本体病
害情况。为避免游览活动和勘测作业现
场交叉影响，预防安全事故发生，届时将
暂时关闭九曲栈道，游客不能通过九曲
栈道到佛脚进行参观，但乐山大佛景区
仍正常开放。 成都商报记者 顾爱刚

事件回顾：
继母将房子赠与他人
他人又转赠第三人

自贡男子付正良现年54岁，儿
子付小欢现年31岁，在外地打工。
2000年，付正良以付小欢的名义买
了房，花费37800余元。同年11月底，
付正良与王惠芬登记结婚。因付小
欢与继母关系不好等因素，二人基
本没有往来。

2004年，付正良因涉嫌诈骗被
攀枝花警方抓获，于2005年1月被
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
徒刑14年。经过减刑，2014年12月，
付正良刑满释放回到自贡。回家
后，付正良才发现，儿子名下的房
产，在他羁押候审期间，被前妻王
惠芬赠与他人。

据了解，王惠芬于2004年12月底
将涉案房屋赠与卢某并办理过户手
续；2005年2月，卢某将房屋赠与第三
人郑某并办理过户手续；2006年1月，
付正良与王惠芬办理离婚手续。目
前，房屋产权在郑某名下。

起诉第一次赠与无效
获法院支持

2015年6月，付小欢向自贡市沿
滩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起诉王惠

芬、卢某二人，请求法院判令“赠与
合同无效”。法院审理后判决王惠芬
与卢某于2004年12月28日签订的

《房屋赠与书》无效。
与此同时，2017年1月，付小欢

向沿滩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请求法院判令自贡市国土资源局管
理的原自贡市房屋权属登记中心将
付小欢名下房屋变更登记给卢某夫
妇的登记行为违法，并要求赔偿房
屋损失、房租损失及房屋价值评估
费共计40余万元。

法院审理认为，第一次赠与已
被生效的判决文书确定为无效，因
此自贡市房地产管理局依据该赠
与书转移登记的行为，应当认定为

“申请人提供虚假材料办理房屋登
记，房屋登记机构未尽到合理的审
理职责，导致登记行为违法”，应当
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故根据该房
屋当时当地的市场价格并结合房
屋价格上涨因素，酌情确定赔偿数
额2万元。

进展：
起诉二次赠与无效获得法院支持
目前该案进入二审阶段

2018年4月，付小欢就房屋产权
问题第二次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法

院确认第一受赠人卢某与第二受赠
人郑某之间的赠与无效；4月28日，
自贡市沿滩区人民法院立案。而后，
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该案由自
贡市大安区人民法院管辖。

大安区人民法院于6月25日立
案后，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审理。
审理过程中，被告郑某经法院合法
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法院依法缺
席审理。

经法院审理后认为，已生效判
决书认定王惠芬与卢某之间的第一
次赠与无效，则据此，卢某与郑某签
订的赠与合同不符合法律规定，应
属于无效的赠与合同。同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相关规
定，如无善意取得的情形，“无处分
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
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相关规定，“合
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
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

最终，大安区人民法院依法判
决：被告卢某与被告郑某于2005年2
月3日签订的《房屋赠与书》无效，郑
某于判决生效后30日内将房产归还
付小欢并协助办理产权变更登记。
郑某不服判决提起上诉，目前该案
进入二审阶段。

成都商报记者 袁伟 摄影报道

兑彩票

排列3第18274期全国销售
14143444元。开奖号码：656。直选全
国中奖4992注，单注奖金1040元；组选
3全国中奖7928注；组选6，0注，单注奖
金173元。12530298.87元奖金滚入下
期奖池。

排列5第18274期全国销售
10271562元。开奖号码：65616。一等
奖 87 注 ，单 注 奖 金 10 万 元 。
224203115.84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超级大乐透第18118期全国销
售211508812元。开奖号码：04 05
14 21 34 06+09。一等奖基本6注，
单注奖金7363770元；追加1注，单注
奖金4418262元。二等奖基本43注，单
注奖金156425元；追加19注，单注奖金
93855元。三等奖基本995注，单注奖金
2820元；追加297注，单注奖金1692元。
6485845808.74元滚入下期奖池。

体彩

福彩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3D”
第2018274期开奖结果：557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七
乐彩”第2018118期开奖结果：基本
号码：05 06 13 19 26 27 29，特
别号码：23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胜平负任选9场第18130期全国销
售 22771652 元 开 奖 号 码 ：
01033033033313，全 国 中 奖
103009（四川5742）注
足球4场进球第18140期全国销售
627260元 开奖号码：31011012，全
国中奖43（四川3）注
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181305期全国
销 售 95174 元 开 奖 号 码 ：
113310333300，全国中奖44（四川2）注
足球胜平负第18130期全国销售
38137386 元 开 奖 号 码 ：
01033033033313，一等奖全国中
奖1659注（四川85）注，二等奖全国
中奖29468注（四川1475）注

足彩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8年12月7日)

父亲羁押候审期间父亲羁押候审期间 儿子名下房产被继母赠与他人儿子名下房产被继母赠与他人 追踪追踪

起诉二次赠与无效获法院支持

入狱9年后出狱，自贡男子付正良才发现，当年以儿子名义购买的房
产已被前妻赠与他人，受赠者又转赠第三人……为此，他的儿子付小欢
（化名）先后提起民事、行政诉讼，虽然两次起诉均得到法院支持，认定继
母与他人签的房屋赠与书被判无效，但房屋始终未能重新回到儿子名
下。（成都商报曾报道）

2018年4月，付小欢再次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法院认定第一受赠人
卢某与第二受赠人郑某之间的赠与无效。8月29日，经自贡市大安区人
民法院审理后判决：被告卢某与被告郑某于2005年2月3日签订的《房屋
赠与书》无效，郑某于判决生效后30日内将房产归还付小欢并协助办理
产权变更登记。被告郑某不服判决提起上诉，目前该案进入二审阶段。

谁是谁是““中国环球女飞第一中国环球女飞第一人人”？”？

8日上午，绵阳安州区桑枣镇43岁
的刘兵在绵阳市中心医院内已能下床行
走。2 日上午，刘兵在拆除一处平房时，
一块水泥板发生断裂，他下意识跳楼躲
避，结果一根长150厘米左右、直径约4
厘米的钢筋插进体内50厘米左右，直接
穿通肝脏和膈肌再到胸壁。后经绵阳市
中心医院多个科室专家同台手术4个多
小时，成功将他从鬼门关拉了回来。医生
介绍，在手术过程中，有医生专门扶住钢
筋防止晃动长达3小时。

8日上午，刘兵躺在病床上，据他介
绍，2日上午，他和岳父在拆除自己家一
处平房时，他所站的一块水泥板发生断
裂，为了防止自己落下被砸伤，他从3米
左右高的平房上跳下。他跳下后，感觉一
个东西直接从胯下插进了体内。刘兵岳
父发现情况后，急忙跑到旁边，发现是一
根钢筋，露在体外的还有一米左右长。随
即，刘兵的岳父拨打了120，救护车将刘
兵拉往了安州区的医院。

在医院检查后，刘兵又被送往绵阳
市中心医院。8日，绵阳市中心医院相关
负责人介绍，“经过检查，钢筋直径约 4
厘米，插进体内长达50厘米左右。”当天
12时45分，刘兵被推进了手术室。

8 日上午，刘兵的主治医生鲍峰介
绍，经检查，钢筋是从刘兵的右侧腹沟插
入体内，穿过了腹腔到胸腔，再到胸壁，
直接穿通了肝脏、膈肌等，并导致了多器
官多系统创伤，包括消化系统，呼吸系
统，泌尿系统等，以及肺挫伤，多根肋骨
骨折，腹壁膀胱腹膜多器官组织挫伤，右
股动脉及静脉挫伤。“钢筋是从右边插
入，没有顶穿心脏和肺叶，同时，钢筋虽
然有50厘米插进了体内，但没有伤及大
血管以及肠道。”鲍峰说，“手术时，不能
一下把钢筋拔出，需要一点一点拔，普
外、肝胆、胸外、泌尿、麻醉、重症等多学
科的专家开始了同台手术。”经过4个多
小时的手术，钢筋被顺利拔出。”

邓凌腾 成都商报记者 汤小均

50厘米长钢筋插进体内
医生手扶钢筋三小时成功取出

诉讼之争诉讼之争
从美国打官司到中国
撤诉又重新起诉

陈静娴表示，2016年底开始，
邀请她出席活动的组织、高校、知
名品牌、各媒体等开始先后接到来
自王争一方的“投诉”、“律师函”、

“公关函”等。“（王争一方）散布诋
毁内容，称我是‘雇人假飞’，王才
是‘第一’以及/或‘唯一’完成环球
飞行的中国女性，王被侵害了名誉
与商业机会。”

“在她（陈静娴）当时飞行过程
中，媒体报道有很多不实的东西。我
也的确在环球飞行之后，就一些不
当的、直接侵犯到我名誉的媒体宣
传，让律师给她和相关媒体都写过
信。但那就是一个正常的律师函。”
王争表示，她希望陈静娴能终止虚
假冠名，以及误导历史纪录冠名的
宣传。

张起淮告诉成都商报记者，现
在王争与陈静娴之间存在多个诉
讼。在美国，王争已向法院对陈静娴
提起诉讼，而在中国，陈静娴起诉王
争名誉侵权一案，也正在诉讼中。发
布《律师声明》之后，张起淮表示，

“（国庆）节后，我们将继续对陈静娴
侵权案进行立案，将涉及名誉权、荣
誉权和隐私权三方面。”

在陈静娴一方的《律师声明》中
提到，王争捏造事实称陈静娴“雇佣
退休机长”“假飞”“网红炒作”等内
容，造成极坏影响。因此，2017年8
月，陈静娴在北京海淀法院立案起
诉王争及其代理人James Frechter。
后因James Frechter是美国公民，跨
国诉讼程序较漫长繁琐，陈静娴便
于2018年6月撤回起诉，并重新对王
争本人提起侵犯名誉权的诉讼。

2018年9月10日，该案第一次开
庭。10月8日，陈静娴告诉成都商报
记者，法院目前还没有通知该案下
一次开庭日期。

法律分析法律分析
双方目前的言论和行为
是否构成侵权？

对此，上海知守律师事务所律
师刘保亮认为，正常的事实客观描
述，如谁“先飞”、谁“拿到奖”等，并
不会侵权，而双方之间的争论内容，
只要是真实的，也不涉及侵权。但如
果主观地去评价一些客观内容，在
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诋毁他人

“假飞”、“材料造假”等，可能就会涉
及侵权。另外，如果在评价时客观地
表述一件事情的经过，并无问题，但
过多地去描述涉及对方的隐私内
容，如姓名、身份、个人的生活状况
等，就会涉及隐私侵权。

福建闽荣律师事务所律师王萍
煌也认为，只声称自己是“挑战第一
人”或“第一人”并不会侵犯名誉权，
相反，如果点名他人“某某不是第一
人，我才是”，而对方切实已经有该
种荣誉，给他人带来损失，在这种情
况下才有可能涉及侵权。目前来看，
在有一定依据的情况下称自己为

“第一人”并无太大问题，只有在无
中生有的情况下，才会有道德和法
律风险。但使用侮辱诽谤的言语攻
击对方，将会构成名誉侵权。

成都商报记者 赵瑜 陈柳行

2014年，“中国环球飞行第一
人”陈玮联合中国航空器拥有者
及驾驶员协会（下称中国AOPA）
设立了百万人民币奖励基金，用
于奖励首位完成环球飞行的中国
籍女飞行员。2016年8月2日，中国
AOPA在其官方微博上发布消息
称，王争和陈静娴二人已报名参
加这项挑战。

查阅两人的微博发现，2016
年7月18日，陈静娴在名为“少女
陈”的微博账号上发布了她要环
飞的消息，“可能的话，希望能成
为中国第一位，加世界最年轻的
环飞女飞行员吧。”两天后，王争
也在她的微博“王争的飞行日记”
上宣布她将参与挑战，“这次环球
飞行肩负了第一个中国女飞行员
环球飞行的使命，肩负的已经不
仅仅是我一个人的梦想了。”

根据媒体报道，2016年8月1
日，陈静娴从美国克利夫兰地区
起飞，同机上还有飞行经验超过
4 万 小 时 的 资 深 飞 行 员 拉 里
（Larry）、拉 里 的 儿 子 理 查 德
（Richard）以及一位女士阿曼达
（Amanda）三人。2016年9月27日，
陈静娴完成环球飞行，共耗时58
天。王争的飞行时间轴则从2016
年9月2日至2016年9月19日，共
计18天。

在王争看来，自己“中国环球
女飞第一人”的头衔毫无争议。

“虽然陈静娴开始环球飞行的时
间早，但是完成时间比我晚。”王
争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但陈静娴认为，王争一直无
法确实证明自己是否真正完成
闭环飞行，无法坐实其“飞行记
录”。2018年9月30日下午，陈静
娴在微博上发布《律师声明》称，

“陈静娴是中国乃至亚洲第一位
挑战、进行、（或为完成）自驾小
型航空器环球飞行的女性、世界
环球飞行史上第一位进入中国
的女性飞行员。”

而就在前一天，9月29日，王
争的代理律师张起淮也发布了
一份《律师声明》，提到自2016年
7月26日起，“陈静娴在网络、电
视等媒体的多次采访中以各种
形式自称为第一位挑战环球飞
行的中国女性，误导媒体报道，
意图混淆现已由王争获得的‘中
国环球女飞第一人’荣誉头衔，
给王争造成了荣誉、名誉损害和
经济损失。”

“完全不符合概念上的环飞，
她不是一个人飞，而是四个人一
起飞。”张起淮表示，陈静娴在多
次采访中含糊其辞称自己为“第
一位挑战环球飞行的中国女性”，
不说“完成挑战”和“成功挑战”，
从而误导媒体报道其为“中国女
性环球飞行第一人”等头衔。

“现在搜‘中国环球女飞第一
人’还会搜到陈静娴，王争原来有
很多的签约媒体和厂家，一些公
司企业的代言，也因此都改签到
陈静娴。据说陈静娴现在还要申
请AOPA的奖励，这侵害了王争
的相关权益。”张起淮说道。

““第一人之争第一人之争””缘起缘起
陈静娴：我起飞时间早
王争：我结束比你早

付正良收到判决书

陈静娴 王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