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游客怀疑
跟团买东西少了
被地陪导游报复

旅行社辩解
护照经手很多人
谁都有可能弄坏

07

读四川

摩托艇

悲剧

本稿全新闻
浏览封面新闻APP
www.thecover.cn

下载封面新闻APP
浏览最潮最新资讯

3月28日傍晚，乐山市郊徐浩
大桥下，暮色已经笼罩了江面，但
两名女子仍不肯离去，一直注视
着水面，搜寻着他们丈夫的踪迹。

此前的27日下午，她们的丈
夫——34岁的魏长勇、31岁的宋
旭光，一起来到这里骑摩托艇。
不料骑行过程中，宋旭光因摩托
艇故障落水，魏长勇施救过程中
也落水，最终两人都被江水吞噬
而失踪至今。

消息传出后，吸引了众多关
注，有网友称摩托艇是“富人游
戏”。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调查发现，出事者并非个别网友
猜测的“土豪”，摩托艇活动已经
进入寻常百姓家，但对于该活动
的监管仍存在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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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8日，在成都郫都区一所高
校读大一的小顾仍躺在医院病床
上，左手被纱布层层包裹。听闻医
生说受伤的左手可能落下残疾，19
岁的他很害怕。10多天前，他和同
学在郫都区红光镇一家烤鱼店吃饭
时，桌上的卡式瓦斯炉突然爆炸，小
顾当场被炸伤。目前，后续如何赔
偿处理，双方仍未达成解决方案。

回顾/
烤鱼停电换气炉
突然爆炸炸伤手

记者来到四川省建筑医院，见到
了正住院治疗的小顾。“好倒霉哦，吃
个烤鱼都被炸。”当时发生的场景让小
顾仍心有余悸。

小顾告诉记者，16日下午5点半，
他和同学相约到红光镇上一家名为

“蒋记纸包鱼”的店吃烤鱼。6点左
右，正在用餐时，店里突然停了电，老
板解释说是电路问题，随后将烤鱼的
电炉换成了小型家用瓦斯卡炉，这是
一种常被用来野外露营和家用应急的
长方形小炉子，小罐装瓦斯为燃料，矿
泉水瓶大的罐子就在炉体内。突然，
一声巨响，桌上的卡炉竟突然发生了
爆炸，而小顾放在炉边的左手，则被冲
击力和火势所伤。“爆炸很突然，我还
没反应过来，先看了下朋友有没有受
伤，然后看到自己左手全是血，才晓得
自己遭了。”小顾说，当时自己左手鲜
血直冒，已失去知觉。

事发后，小顾被烤鱼店老板和同
学迅速送往镇上卫生院，由于伤势严
重，医生让其转往成都的医院。

现状／
可能落下残疾
学业受到严重影响

当晚8点，小顾被送往四川省建
筑医院，并被立即安排了手术，手术进
行了1个多小时。

经医生诊断，爆炸造成小顾左手
软组织挫裂、挫烂、剥脱、缺损，肌腱神
经损伤，第2掌骨关关节面骨折，骨缺
损。经过手术后，神经及功能恢复不
理想，外观欠佳，伤口可能感染。医生
告诉家人，小顾需要长时间的住院治
疗，下一步还需要二次手术，由于神经
受损和骨头缺损，可能会落下手部残
疾。现年19岁的小顾，很担心突然的
受伤耽误学业，而其从东莞赶来的父
母则担心将来对前途造成影响。

谈到如何赔偿处理，店老板表示
该走法律程序就走法律程序。小顾的
父亲称，安监部门已知晓此事并将介
入调查。再过一段时间要等小顾拆线
拆石膏后，再去做司法鉴定，走法律程
序商议赔偿。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逢
春 实习生 陈琳

满怀期待的首次国外旅行，却
让眉山夫妇李钟海、张玲（均化
名）遇到一件烦心事。由于护照出
现不明原因的损坏，李钟海被遣
返，两夫妇的旅行，刚刚开始就结
束了。

回国之后，两夫妇越想越不对
劲，护照一直保管得好好的，怎么
会莫名其妙出现一个小小的口
子？“很多人问我们是不是没买东
西，我们才反应过来，是不是东西
买少了，引起导游不满而被人暗算
了？”3月28日，李钟海说起这事，依
然难以释怀。

护照莫名损伤
海关拒绝入境

李钟海、张玲是眉山某机关退
休工作人员。今年3月初，李钟海
找到当地一家旅行社，选择了一个
泰新马10天9晚双飞游。

3月18号，从成都飞往泰国曼
谷，老两口首次出国之旅开始了。
一路上，老两口心情都很好。3月
23日，结束泰国之旅，准备前往新
加坡。不想，老两口的噩梦就此开
始了。

李钟海说，泰国时间早上5点
半，一行人乘车前往机场，准备飞
往新加坡。但在办理登机牌的时
候，李钟海却遇到了麻烦。领队与
海关沟通后，带来一个让李钟海震
惊的消息，“护照损坏，不能入境。”
原来，在李钟海护照内页首页下
方，裂开了一个小口子。口子虽
小，约一厘米，但问题却很大。“当时
领队就说，不能再去新加坡了，只能
回国。”

首次出国的两夫妇一时手足
无措，最终付了5650元，买了两张
回成都的机票。“大脑完全一片空

白，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也不知道还能不能登机回国。”

回国反复回忆
疑买东西少被报复

3月23日，不明就里的李钟海
夫妇回到了眉山。当他把这不愉
快的经历摆给朋友听时，友人的一
句提醒——“你们是不是没买东

西”，方才让李钟海“醒悟”过来。
李钟海想起，在泰国短短几

天，地陪导游带着他们去了6个购
物店。“2个珠宝店、1个皮具店、1个
泰丝店、1个乳胶制品店、1个免税
店。”李钟海回忆，由于珠宝很贵，
大家都没有买，泰国当地导游出门
时还很不高兴，说这个团是带过的
最糟糕的，自己要亏钱了。

“泰国导游还在车上推荐食
品，叫我们买，我和老伴买了一袋
腰果，一袋桂圆干，花了180元人民
币。”李钟海说，在泰国期间，两夫
妇就只买了这点东西，是团里花费
最少的。

“我们的护照，曾经被领队和
泰国导游收过，特别是泰国导游，
收的时候还把我和老伴的护照，单
独放在了一边。”李钟海说，自己事
后专门查看过护照，纸张很厚，上
面还塑封了一层薄膜，如果不是人
为故意，很难损坏。“后来我们才知
道，户照上有敏感电子元件，损坏
的地方，口子虽然很小，只有一厘
米，但恰恰就把电子元件整坏了。”
李钟海说，“我和老伴都觉得，是泰
国导游的报复行为。”

旅游部门介入协调
旅行社赔偿机票损失

护照到底是人为损坏还是无
意损坏？如果是人为损坏，到底是
谁弄坏的？

3月28日下午，在当地旅游部
门的协调下，旅行社同意补偿老
两口回国机票钱5650元。该旅行
社工作人员表示，非常同情老夫
妇在外旅行的遭遇。但对于老两
口的怀疑，该工作人员并不认
可。“不存在不买东西就撕护照这
种事，我们没必要给自己找麻
烦。再者，护照曾经过多人的手，
谁都有可能弄坏，两位老人也有
可能不小心弄坏。”该工作人员表
示，出于感谢客户对旅行社的认
可，也希望这件事妥善解决，不让
两位老人伤心，旅行社才同意补
偿这笔机票钱。

而李钟海夫妇最终对调解结
果也表示认可，“对方有诚意，我们
也不想追究了，很难弄清是谁弄坏
了护照，但肯定不是我们。”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庆 摄影报道

成都大学生吃烤鱼
被瓦斯炉炸伤左手
如何赔偿处理，双方还未达成解决方案

成都天府国际机场
航站区基础工程
5月全面施工
年内计划完成投资150亿元

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记者 梁
现瑞）5月开始，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将
全面进入航站区基础工程施工，年内
计划完成投资150亿元。这是记者3
月28日从省发展改革委获悉的。

航站区是整个机场建筑的重要组
成部分，按设计，成都天府国际机场的
航站楼构型取意具有成都特色的太阳
神鸟，航站区内四座单元式航站楼如
四只驮日飞翔的神鸟。一期航站楼面
积达60万平方米，相当于双流国际机
场T2航站楼的两倍。

成都天府国际机场正式动工建设
近一年来，各项工作顺利推进。围绕
省委、省政府确定的“2019年基本建
成，2020年通航”的目标，今年除全面
开展航站区基础工程施工外，还将继
续加快航空公司基地工程、空管工程、
供油工程、航空邮件处理中心等配套
工程各项前期工作，计划下半年陆续
开工建设。

日前，省发展改革委与民航西南
地区管理局联合批复了成都天府国际
机场工程初步设计及概算，成都天府
国际机场工程总投资为562.08亿元，
本期按满足2025年旅客吞吐量4000
万人次、货邮吞吐量70万吨、飞机起
降量32万架次的目标设计，建设“两
纵一横”3条跑道以及246个机位的
站坪，比此前公布的数据多出逾40
个。

成都天府国际机场是国家“十三
五”期间规划建设的最大民用运输枢
纽机场。机场远期目标是建6条跑
道，满足年旅客吞吐量9000万人次的
需求。

眉山夫妇首次出国游 护照莫名损坏被遣返

一人落水一人去救
两人被冲走已两天
●这是乐山首起摩托艇出事致人失踪事件 ●记者调查发现摩托艇活动存在监管空白

落水者
都开店修摩托车
顺便买卖摩托艇

事发后，有网友猜测落水者
为“土豪”。“我老公就是个修车
的。”魏长勇的妻子杨蓥灝说，自
己家在市区鹤翔路一处安置房小
区，家里经济条件非常一般，丈夫
10多岁职高毕业后开始闯荡，先
是摆地摊修自行车，有了点积蓄
后又转行修摩托车，在长青路附
近开了一家摩托车修理店。

杨蓥灝说，魏长勇因为修车
迷上了赛摩，认识了一些喜欢极
限运动的朋友，并通过他们开始
接触到摩托艇。最近几个月，开
始做起了二手摩托艇生意。“他骑
摩托艇，是为了体验产品性能，拍
下照片和视频做推广。”杨蓥灝
说，“他就是个勤奋的普通人，是
我的丈夫，两个孩子的父亲，我们
一家六口的顶梁柱。”

宋旭光的家庭条件和成长经
历和魏长勇相仿。“高中毕业后，
先学过理发，又自学修摩托车，在
肖坝开了一家店。”杨艳丽说，因
为是同行和朋友，丈夫和魏长勇
一起，春节后开始做二手摩托艇
生意。尽管经过多年的积累，小
两口买了房、买了车，但都是按揭
的，“每个月都要还，全是靠我老
公。”

“目前，四川省尚未出台
摩托艇管理的相关规定。”据
乐山市地方海事局监督长方
长永介绍，摩托艇在乐山市出
现已有10多年时间，除乐山中
心城区范围外，五通桥、犍为、井
研等区县也有摩托艇活动。近
年来，乐山摩托艇数量逐渐增
多，部分摩托艇未经许可在通航
水域内擅自开展娱乐活动，对
过往船只的安全航行造成了
影响，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已经引起了海事部门的关注。

“关注之余，海事部门对
摩托艇并没有监管权。”方长
永说，具体到摩托艇的监管
上，这里面涉及两个关键词，
即“交通”、“船舶”，即需要同
时满足这两个条件。“交通”方
面，方长永认为，摩托艇不属
于交通运输工具，其作为一种

新兴事物，更多是用于体育竞
技、游览娱乐。“船舶”方面，海
事部门对船舶进行检验、登记
和管理，但根据我国《船舶登
记条例》，长度小于5米的艇筏
不属于船舶，而摩托艇的长度
一般不足5米，“也就是说，摩
托艇两个条件都不符合，不属
于海事部门监管对象。”

目前，乐山市多数摩托艇
属于个人购买，用于休闲、运
动、娱乐。方长永表示，对于
个人用于休闲运动，非商业运
营的手把式摩托艇，目前法律
上没有强制要求登记，驾驶员
考取驾照上也未作强制要
求。尽管如此，对于驶入通航
领域的摩托艇，海事部门还是
积极进行了劝阻和驱离，并对
拒不驶离的摩托艇进行暂扣
等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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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事部门：
暂无监管规定也不要求考驾照

去年9月，四川省政府安
全生产委员会出台《关于进一
步加强水上安全监管工作的
通知》，其中规定：体育竞技船
艇（筏）在通航水域内从事体
育竞技活动的，由海事机构划
定活动区域，船艇（筏）由体育
部门负责安全监管，在非通航
水域内的，由体育部门负责安
全监管。

“摩托艇是体育运动项目
之一，但并非所有骑摩托艇都
属于体育运动。”乐山市体育
总会副秘书长、办公室高主任
说，摩托艇运动对参与运动的
艇和人都有较高的要求，必须
在专业教练员进行系统培训
后，才能参加这项运动。但现
在“玩摩托艇”的人都达不到这
一要求，骑摩托艇的人并非运
动员。市面上的许多摩托艇，

主要是作为一种新“玩具”，供
购买者拿来“骑起耍”，属于娱
乐性质，不属于体育主管部门
监管的摩托艇运动范围。

早在1986年，我国就成立
了中国摩托艇运动协会。高
主任建议，待乐山市条件成熟
后，也可以成立摩托艇运动协
会。协会至少可以做三个方
面的事情，一是当好相关部门
的参谋助手，为当地摩托艇运
动的发展规划等提供专业性
建议和意见；二是起好相关部
门和爱好者之间的桥梁纽带
作用，通过开展多形式的活动
推动项目蓬勃发展；三是制定
相关的技术标准和规章制度，
对提高技术水平和运动的准
入进行自我规范和约束。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 丁伟 摄影报道

体育部门：
摩托艇是“玩具”不在监管范围

相约骑摩托艇
一人“油门线断了”

3月27日，乐山迎来春日暖
阳。“几个朋友就约起，说去骑摩
托艇。”宋旭光的妻子杨艳丽说，
一行共有5人，除她和丈夫外，还
有魏长勇和两个朋友。其中，魏
长勇和宋旭光各带了一艘艇，其
他3个人则是观众角色。骑摩托
艇的地点，在乐山市郊徐浩大桥
下，那里是青衣江的岔河，此前
已经去骑过好几次。

下午3时多，5人抵达目的
地，魏长勇、宋旭光各骑了一艘
摩托艇下水。以徐浩大桥为界，
北侧上游是一片平缓的水域，南
侧下游则水情复杂多变，两人在
上游一侧驰骋。“天气很好，一开
始玩得非常惬意。”5人之一的辜
先生说，或许是因为心情轻松，
两人都没有穿救生衣。骑了10
多分钟后，大约下午3时50分许，
岸边的辜先生突然发现，宋旭光
的摩托艇停了下来。

“糟了！油门线断了。”辜先
生听见他惊叫一声，然后看他顺
着水流，缓缓飘向下游。此时，
宋旭光距大桥只有约10米，桥底
有个高约1米的斜坡，较大落差
导致水流加速，将人冲向下游。

“而下游是一片‘魔鬼水域’。”多
位接受记者采访的公安、海事部
门负责人证实，徐浩大桥南侧近
年来已发生了多起溺亡事件。

一人骑艇来救
两人都没能再起来

眼看着宋旭光滑向危险，在
场所有人都急了。上游几十米
外的魏长勇，立即骑着摩托艇冲
过来，但宋旭光此时已滑入桥
底。“空手肯定拉不上来。”辜先
生赶紧喊话，让魏长勇赶到岸
边，递给他救生衣、绳子。魏长
勇接过去，又冲到大桥底部，试
图把救生衣、绳子抛给宋旭光，
但试了几次都没能成功。

紧接着，宋旭光被冲下斜
坡，连人带摩托艇翻进了水中。

杨艳丽看到丈夫在水中露了几
下头，又赶紧跑回车上去拿救生
衣，但当她拿着救生衣返回时，
连丈夫的头也看不见了。“不仅
如此，魏长勇也没能回去，这让
我十分过意不去。”杨艳丽说，魏
长勇也被冲进了“魔鬼水域”，人
和摩托艇一起翻倒在水中。

目击者拍下的现场视频显
示，魏长勇抓着摩托艇，试图爬
上来，但没有成功。“坚持了两
三分钟，可能是精疲力竭，就再
没看到人了。”辜先生说，因为
距离岸边较远，加上该处水流
十分湍急，岸上的人除了报警、
通知家属，根本无法下水参与
救援。

沿江打捞两天
落水者已凶多吉少

尽管水情复杂，还是有两名
冬泳爱好者跳入了水中。“但只
是试了一下，发现不行赶紧上来
了。”辜先生说，没等多久，消防、
公安、海事等陆续抵达，家属也
赶到了现场，还找来了两艘渔船
帮忙。

附近肖坝派出所民警张楠
说，他和两名同事赶到时，已经
看不到落水者了，大家赶紧拉起
警戒线，一边协助消防部门沿江
搜寻。张楠等人到后不久，乐山
市航务局水上交通应急救援大
队大队长欧涛也带着5名同事、1
搜橡皮冲锋舟抵达现场。“一直
搜救到晚上7点半。”欧涛说，3月
28日又加强搜救力量，组织了3
搜橡皮冲锋舟现场搜救，并将搜
救范围扩大到了下游4公里。但
直到28日晚上7时，搜救仍无有
效进展。预计29日，搜救范围还
将进一步扩大，同时通知下游五
通桥、犍为和宜宾境内海事部门
协助搜寻。

“落水者生还希望已经非常
渺茫。”公安、海事部门相关人士
和多位摩托艇爱好者均表示，根
据他们了解的情况，这是乐山市
首例摩托艇出事后致人失踪事
件。

3月27日，救援人员打捞落水的摩托艇。

魏长勇落水后试图爬起来。
（手机视频截图）

护照上的小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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