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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条
“有味道”的新闻

味道太臭，乘客拒绝起飞导致航班推迟 1 小时

都是2吨榴莲惹的祸！
新华社微特稿 印度尼西亚一个商业
航班推迟起飞，不是因为天气不好，而
是因为机上装了 2 吨榴莲。
日本共同社 7 日报道，印尼苏拉维加
亚航空公司 SJ091 航班原定 5 日上午 10
时 50 分从苏门答腊岛明古鲁的法特马瓦
蒂苏加诺机场起飞，飞往首都雅加达。
一些乘客登机后闻到客舱里有浓重

榴莲味，要求航空公司卸载榴莲，否则
拒绝起飞。航空公司最后接受这一要
求，从货舱中卸载榴莲。航班因而推迟 1
小时起飞。航空公司事后发表声明说，
把榴莲放在货舱中运载不违反任何规
定。“任何航空公司在航班上搭载榴莲都
正常，只要按照规范和程序妥善包装，
装在货舱里。”发言人莱特利·玛娅说，

司机下车检查了一下车厢

规定允许运载 3 吨榴莲，SJ091 航班运载
的榴莲重量远远不到这个数。
运输部门官员普拉民吐哈蒂·苏加
诺针对此事说：“飞机可以运载榴莲、虾
酱、咸鱼、鱼干和其他味道重的食物，
因为它们不属于危险物品。”他说，榴莲
是明古鲁农产品之一，2005 年就开始运
到外地销售。“不过，包装必须妥当。”

澳大利亚

列车失控自己“开”了 90 多公里
新华社微特稿 澳大利亚一列货运列
车 5 日清晨失控，在无人驾驶状态下疾行逾
90 公里，后经人为脱轨终于停下，所幸未造
成人员伤亡。
列车隶属于世界最大矿业公司、澳大
利亚矿业巨头必和必拓公司，有 4 节机车和
268 节车厢，当天装载大量铁矿石，沿着长
426 公里的公司私有线路纽曼山线行驶，车

上仅司机一人。按照必和必拓公司说法，
清晨 4 时 40 分，开到 211 公里处，司机停
车，下去检查车厢，不料列车突然发动，以
最高时速接近 110 公里的速度行驶超过 90
公里。公司在沿线调整轨道，导致列车将
近一小时后脱轨，
破坏大约 1500 米铁路线。
《西澳大利亚人报》提供的航拍照片显
示，车体撞得七扭八歪，部分车厢几乎被铁

矿石掩埋。
法新社 7 日援引必和必拓公司的话报
道，列车和轨道修复需要大约一周。不过，
公司仍将继续运营货运铁路，不会中断向
客户供应铁矿石。路透社先前报道，必和
必拓公司 5 日暂停西澳大利亚地区所有铁
矿石列车运营。澳大利亚运输安全局眼下
仍在调查这件事。

15 国际·社会
日本
邮政公司
首次用无人机投递
据新华社微特稿 日本邮政
公司 7 日开始尝试用无人机在福岛
县投递，以解决人手不足的难题。
这是日本快递业在政府放宽对无人
机限制后首次用无人机投递。
一架无人机上午 9 时左右携带
新年贺卡和儿童绘制的无人机图
画，离开南相马市一家邮局，15
分钟后抵达 9 公里之外的浪江镇。
浪江镇镇长义田一博说：“这将成
为物流的转折点。”据报道称，无
人机飞行速度最高可达每小时 54
公里，载重最多 2 千克，一旦正式
投入使用，将每月工作 6 天，每天
最多往返两趟。
公司计划首先在福岛县尝试用
无人机于两个邮局间投递内部文件
和广告传单，以评估它是否可用于
投递邮件。今后有望在山区和偏远
岛屿使用无人机投递。
日本政府 9 月放宽对无人飞行
器的限制，以帮助交通运输企业应
对人手短缺现象。放宽管制前，无
人机飞行时必须确保有专门人员操
作，且不能离开操作员视线。依据
新规定，运营商首先要采取措施确
保无人机飞行安全，例如在无人机
上安装摄像头，然后可以让无人机
长距离飞行。

广告

上百个移动厕所离奇消失

德国

原来它们被“内贼”给卖了
新华社微特稿 德国一家废弃物处
理企业的移动厕所接连消失，合计丢了
100 多个，数月后才发现是出了内贼。
德国西部城市杜塞尔多夫一家法院 6 日
判处两名涉案男子监禁。
德新社报道，两名被告当庭承认罪
行。他们经由中间人把移动厕所卖给一

马赛楼房坍塌

家荷兰企业。买家上门看货，随后分批
运走。两人盗走的移动厕所总价值大约
7 万欧元 （约合 55.6 万元人民币）。
法官判处一名男子监禁 10 个月缓
期执行，另一人监禁 6 个月缓期执行。
两人的工作自然不保，还可能面临赔
偿。

法国

至少 4 人死亡
据新华社专特稿 法国南部城市
马赛 3 栋楼房 5 日坍塌，多人身陷废墟，
救援人员 6 日找到 4 名遇难者的遗体。
马赛市诺阿耶区两栋老旧公寓楼 5
日早晨 9 时坍塌，相邻一栋空置楼房当
天晚上部分坍塌。救援人员 6 日白天从
废墟中找到 2 名男子和 1 名女子的遗
体，当天晚间找到另外 1 名女子的遗
体。地方检察官格扎维埃·塔拉伯说，
死者身份有待确认。
坍塌楼房高 5 层或 6 层。多名目击
者说，坍塌持续时间“不过几秒钟”。
超过 120 名警察和 80 名消防队员
连夜清理和搜救。法国内政部长克里斯
托夫·卡斯塔内说，废墟中多处空隙有空
气，因而
“有望定位、找到可救出的人”
。
马赛市官员说，暂时不清楚楼房坍
塌原因以及有多少住户。那栋空置公寓
先前被认为建筑质量不达标。诺阿耶区

位于马赛市中心，许多建筑“破旧”，
居民多为蓝领阶层。一份 2015 年政府
报告显示，马赛市至少 10 万人住在威
胁健康和人身安全的房屋里。
马赛市政府认定这起坍塌事件可能
由强降雨引发，下令疏散住在附近的
100 户居民，以防再次出现险情。但
是，部分居民认为，事件再次暴露这一
社 区 建 筑 质 量 差 。 索 菲 · 多 尔 博 25
岁，家住其中一栋坍塌公寓楼。她告诉
记者，遇难的人中“本来可能有我”
。
多尔博说，她事发前一晚离开公
寓，留宿父母家，原因是楼房结构出现
问题，她和邻居的房门无法正常开闭，
“墙体几个星期来一直晃动而且出现裂
缝”。内政部长卡斯塔内 6 日说，马赛
市将近 6000 处房屋存在安全风险，令
人“无法接受”；他已下令排查马赛市
房屋质量。

中老年人健康往往容易忽略两大问题
第一，
小症状背后隐藏着大问题，
容易
被忽视。
第二，
一身毛病不知从哪治，
病急乱投
医。
腹胀厌食，尿频尿急，排尿困难，慢性
腰腿痛，心悸气短，心脏像压了块石头，肾
虚气血亏，腰膝酸软。当频繁发生以上症
状时，
更需要警惕。
葛洪牌桂龙药膏，28 味组方，天然中
草药植物，能祛风除湿，舒经筋络，温肾补
血，
用于心悸气短、
腹胀厌食、
尿频尿急、
肾
虚气血亏、风温骨痛、慢性腰腿痛，请选葛
洪牌桂龙药膏。
【禁忌】孕妇及小儿忌用；
【注意事项】忌辛辣、生冷、油腻食物；其余内容详见说明书。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广西邦琪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出品

咨询电话：0898-66660161

经销地址： 海南一心堂各连锁店有售（可刷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医保卡） 海口
海口：
：
仁之堂药品超市（五指山路海
外酒店楼下）;仁之堂药品超市海甸店（二东路水岸阳光 A 区）；
仁之堂药品超市和平南路店（延长线南亚广
场）；
千方药品超市（琼山区大圆路 125 号魅力 100 对面）;一心堂海秀路分店（海秀路 3 号望海楼对面）;一心
堂金盘路分店（金盘路金盘商厦一楼）;一心堂青年路分店（青年路 16 路武钢大厦一楼）;一心堂玉沙路分店
（椰海大酒店旁）；
一心堂文明中路分店（文明中路 171 号）；
一心堂海甸五西路分店（安民路口南国超市对
面）；
一心堂蓝天路分店（庆云尧大厦一楼铺面）；
一心堂龙昆路分店（城西路口加油站旁）；
一心堂南海大道
分店（南海大道 198 号汽车南站旁）；
一心堂桂林洋分店（桂林洋大酒店对面）；
一心堂城西路分店（城西路
35 号一楼铺面）；
一心堂明珠路分店（明珠路 2 号置地花园楼 18.19 号铺面）；
一心堂龙华路分店（龙华小学
对面）;一心堂海秀西路分店（海口汽车西站旁）。三亚
三亚：
：
一心堂吉阳镇分店（吉阳镇荔枝沟路）；
一心堂解放
路四分店（解放四路农垦医院左侧）；一心堂河东路分店（山水云天一楼教育局旁）;一心堂解放路二分店
（妇幼保健医院旁）;一心堂港华路分店（商品街一巷 15 号铺面）；
健寿堂药店（红旗街 82 号）；
；
保康药店（红
旗街 31 号）；
保健堂（红旗街 12 号）。琼海
琼海：
：
广安大药堂第七超市（元亨街基本点对面）；
一心堂金海路分店
（龙湾大酒店对面）；
一心堂教育北路分店（教育北路 2 号）。万宁
万宁：
：
百年华康药店（市政府对面）;万城鹰康药
行（市政府对面）;一心堂光明北路分店（光明北路新华书店首层铺面）；
一心堂人民中路分店（金都大酒店
正对面）；
一心堂兴隆二分店（兴宝路一排第五幢 2 号）。昌江
昌江：
：一心堂人民北路分店（凯达商业广场一楼）；
仁和药店（公路局楼下）；
昌康药店（保障局楼下）。屯昌
屯昌：
：
仁之堂药品超市（新建二路 39 号）；
一心堂屯城分
店（昌盛二路华昌家私旁）；
医药公司第二门市（新建三路）。东方
东方：
：
一心堂分店（解放路 7 号华夏一楼）；
一
心堂二分店（东方大道党校旁）；爱民药店（解放路邮局对面）。文昌
文昌：
：
南山药行（公园池塘旁）；
一心堂清澜
白金路分店（清澜白金路）。陵水
陵水：
：
一心堂海韵广场分店（椰林镇滨河南路 8 号）；万康园药店。乐东
乐东：
：
一心
堂乐安路分店（乐安路 393 号林业局对面）；
一心堂九所镇新区一横路分店（南区西商住一横路 20 号）；
银都
药店（电影院旁）。儋州
儋州：
：
一心堂儋州分店（那大镇中兴大道广安堂医药大厦）；
一心堂白马井三分店（商业
街一层）；一心堂洋浦分店（北侧海岸华庭铺面）；；蓝光药店（老汽车站旁）；万方医药商场（解放南路 211
号）。定安
定安：
：
新科药店（江南二路中段）。白沙
白沙：
：
仁之堂药品超市牙叉中路店（牙叉中路，
联顺超市对面）；
仁
之堂药品超市卫生路店（卫生路疾控中心门口左侧）；
仁之堂药品超市七坊店（龙江农场商业街）。临高
临高：
：
一
心堂解放路分店（解放路 33 号县工会斜对面）。澄迈
澄迈：
：
一心堂金江解放路路分店（解放东路农行小区一楼
铺面）；
一心堂老城康城分店（工业大道四季康城 1-2 商铺）；
澄迈东联大药房（金江镇政府斜对面）。 广
安大药堂连锁各门店有售：广安大医药商城（蓝天路 32-1 号）；广安大药堂龙华药品超市（龙华路龙华商城首层）；龙芝林药品超市连锁
各门店有销：龙芝林定安人民中分店（定城镇人民中路 38 号）；龙芝杯陵水财源分店（财源路口）；德祥堂林旺恒生堂分店（三亚市海棠
湾镇林旺中学斜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