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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晨报

突发精神病 持钢笔劫机
事发 CA1350 长沙至北京航班 嫌疑人被警方抓获 飞机备降郑州
昨天上午，CA1350 长沙至北京航班上发生一名男性旅客
胁持乘务员事件，机组按处置程序备降郑州新郑机场。 中国民
用航空局通报称，昨日 13 时 17 分，该事件已成功处置，机上旅
客及机组人员安全。 后查实，该男性系用钢笔做胁持工具。

■事件回放

两院士：中国常见癌症治疗水平并不逊于美国

乘客突发精神病胁持乘务员

昨天上午，有网传消息称，
CA1350航班发生劫机事件，航
班乘务长被胁持。记者从郑州
机场了解到，上午 9时 58分，
国航 CA1350航班，因非法干
扰备降郑州新郑国际机场。郑
州机场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旅
客已全部安全下飞机至候机
厅，目前旅客情绪稳定，机场运
行正常。
北京晨报记者从国航也了
解到，CA1350航班因为公共安
全原因备降郑州机场，人机安
全。当地警方和民航部门正在
积极处置。

昨天下午，河南省公安厅
通过微博通报，犯罪嫌疑人徐
某（男，41岁，湖南安化人，有精
神病史）被警方成功抓获，该事
件无人员伤亡。经初步调查，犯
罪嫌疑人徐某乘坐该航班飞往
北京途中，因突发精神疾病，手
持钢笔胁持一位乘务人员，导
致该航班 9时 58分备降郑州
新郑国际机场。事发后，河南公
安机关和相关部门迅速开展处
置。经工作，乘客于 10时 50分
全部安全下机；13时许犯罪嫌
疑人徐某被成功抓获。目前，事
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乘客讲述

空姐安抚“天塌下来有我们顶着”

北京晨报记者电话联系了
CA1350航班上的旅客宋艳（化
名）。宋艳介绍，事发时她坐在
飞机后舱，正在睡觉，突然听到
前舱有非常吵闹的声音，但她
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等飞机
备降郑州后，不知情的旅客纷
纷询问机组人员原因，她说:
“刚开始乘务员不告诉我们怎
么回事，可能是后来问的旅客
太多了，一位乘务员才回答‘放
心吧，天塌下来有我们顶着
呢’。”听完这句话，宋艳分析:
“应该不是天灾，可能是人祸。”
大约在飞机上等待了半个小
时，宋艳发现停机坪上已经来

了不少警察、特警、医务人员。
后舱乘客随后从飞机后部舱门
下机，并被安排在机场等待。
下机后，宋艳才从其他旅客
口中对刚才的突发事件有了大概
了解，她说:
“有人胁持了乘务员，
据说是发生在商务舱。当时我们
在后舱，有商务舱的帘挡着，所以
看不见里面的情况。”
13时 45分许，宋艳给记者
发来微信称，相关领导已经到
达机场，歹徒已被制服。随后，
民航局通报称，13时 17分，该
事件已成功处置，机上旅客及
机组人员安全。后查实，该男性
系用钢笔做胁持工具。

我国癌症患者平均五年生存率仅为 30%左右，这个数字还不到美国的
一半，筛查发现晚成为主要原因。 针对出国治癌的说法，昨日，肿瘤防控院士
高峰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孙燕、中国科学院院士赫捷均予以现场驳斥：
“国外治疗是误区，中国常见癌症治疗水平并不逊于美国。 ”

5 年生存率仅三成

昨日，由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疾病预防控制局指导，国
家癌症中心、中国抗癌协会、中
国癌症基金会主办，中国医学
科学院肿瘤医院承办的“2018
年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活动”
正式启动。此次活动的主题为:
—抗癌
“科学抗癌关爱生命——
路上你我同行”。旨在帮助癌症
患者正确认识癌症与医院和社
会各界携手努力战胜病魔，提
高生存率。肿瘤防控院士高峰
论坛、百名专家现诊、健康大讲
堂、防癌健康查体、科普宜传、
专业咨询等活动也同时进行。
国家癌症中心主任、中国
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院长兼党
委书记、中国科学院院士赫捷
与中国工程院院士孙燕、程书
钧、林东听共同出席了肿瘤防
控院士高峰论坛。
程书钧院士介绍，2014年
我国有 380万例新发恶性肿
瘤，每分钟 7个人被确诊为癌
症。按照最近几年的报告，西方
国家的主要肿瘤发生和死亡率
开始有所下降，而我国的发病

率和死亡率还在缓慢增长，预
计这种趋势还会持续一段时
间。据其介绍，目前我国肿瘤患
者 5年生存率在 30%左右，而
发达国家达到了 70%至 80%。
筛查诊断晚是主因

谈到癌症治疗效果和生存
期的问题，程书钧谈到，我国患
者生存期短主要原因在于目前
我国还处在发展阶段，肿瘤患
者中相当一部分人发现已处于
中晚期，到院就诊的许多患者
甚至已经出现了肿瘤的转移，
而目前的医学技术征服这种已
经发生转移的肿瘤，还有相当
的难度。这是未来面临的一个
非常重大的挑战。
另外，癌症发病率在我国
缓慢增长的趋势，一方面与我
国人群整体寿命的增长和老龄
化社会的到来有关，另外一方
面，社会大环境和家庭小环境
的污染，促使一部分肿瘤发生
率增高；此外，人们生活方式、
饮食习惯等改变，比如长期摄
入过度高脂肪食物会导致结肠
癌肿瘤发生的可能性增高。
为此，他提醒公众，预防癌

症核心的问题之一是改善生活
方式，培养健康的饮食及生活
习惯。
迷信国外治疗是误区

针对一些经济条件好的人
患癌后首选去欧美等发达国家
治疗的情况，孙燕院士表示，在
中国得了癌症到国外治疗其实
是误区。他解释说，在新药研发
方面我国的确是与美国有差
距，但绝大多数情况下，我国常
见癌症的治疗水平并不逊色于
美国。他举例说，像食管癌、鼻
咽癌、肝癌等，这些肿瘤在欧美
国家比较少见，国外医生的临
床经验远远不及我们国内医生
丰富。
赫捷院士也谈到，目前，我
国像中科院肿瘤医院这样的
“国家队”医生的诊疗水平很多
是高于发达国家的，因为我们
临床经验丰富，经手的病例更
多，“我们的普通医生一年做的
手术量，是很多外国医生一辈
子都达不到的数量。”此外，国
务院宣布进口抗癌药零关税
后，国内诊疗的优势更加明显。
北京晨报记者 徐晶晶

洋学生用中医“绝活” 助跑友“满血复活”

■专家说法

若确因突发精神疾病将不担刑责

航空专家关宇介绍，威胁旅
客和飞机安全的事件分为如劫
持飞机等严重事件，业内称之
为“非法干扰”事件；机上打架斗
殴之类的事件称之为“机上扰
乱”事件。处置非法干扰事件的
原则是坚持保证旅客、机组和飞
机安全为最高原则，在确有把握
而不至危及人机安全的前提下，
坚决采取反劫机措施制服劫机
歹徒。
有消息称，事件发生时，机
组人员将航班应答机设定为
7500，地面人员启动快速处置
程序。那么 7500是什么意思
呢？记者了解到，飞机飞行时，
飞行员会通过应答机向地面管
制部门告诉自己的状况，尤其
是突发状况，应答机代号是一
组 4位 8进制数字，通过分配
应答机代号，航空管制员可以
对飞行器进行区分。应答机代
号 取 值 从 0000到 7777，共
4096个，其中一些组合带有特
定的意思，比如 7500代表飞机
被劫持，7600代表无线失联，
7700表示紧急情况。

别再迷信了！ 癌症出国治是误区

资深机长姚永强在接受北
京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民
航现在有着几乎全世界最严格
的安检，空防安全是有保证的，
这是极特殊的个案，机组一定会
以飞机和旅客安全角度出发，保
证飞行安全，尽快落地。该事件
对旅客生命安全影响并不大，大
家完全可以放心，国航机组处置
正确果断，值得表扬。
北京郝俊波律师事务所主
任律师郝俊波在接受北京晨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从目前的情
况来看，该男子的疾病属于突
然发作，其为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的人。在这种情况下，这名男
子不能判断或者不能控制自己
的行为，因此他仍然应当承担
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郝俊波
表示，赔偿的金额没有明确界
定，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给
其他旅客的产生间接损失赔偿
以合理为限。郝俊波告诉记者，
如果该男子出现这一行为确因
突发精神疾病，那么他将不承
担刑事责任。
北京晨报记者 吴婷婷

新华社电 在得知刚刚给
自己做推拿的康复师是外国人
时，结束杨凌马拉松五公里迷
你跑的朱敏直呼“太厉害了”。
“我一直背对着他们，想不到外
国人做推拿竟然也可以这么专
业，这是中国文化传播的一个
成果吧。”
外国人在中国的马拉松赛
上摘金夺银已是常事，但今年
杨凌农科城国际马拉松上，有
十多名外国留学生加入赛后恢
复的服务团队，与中国同学一
起，运用推拿、针灸、拔罐等中
医技法，帮助参赛者们在一上
午的奔跑后“满血复活”。
在去年“杨马”上，50多名
陕西中医药大学的师生为选
手做赛后的康复推拿，获得了
中外选手和主办方的点赞。在
今年学校派出的 200余名师
生中，最特殊的要数这些洋面
孔了。
为朱敏按摩肩颈的，是就
读于陕西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
学院的哈萨克斯坦小伙儿爱弟
（中文名）。来中国 5年，爱弟不
仅学会了汉语，针灸推拿也很

在行。“我觉得中医疗效很好，
有时候家人亲戚用西医治不
了，但找中医就很管用，所以我
从小就对中医感兴趣。但我家
乡的中医诊所很少。”
与爱弟配合默契的马文轩
（中文名）同样来自哈萨克斯
坦。他的父母以前就接触过中
医，并鼓励他来中国学习，学成
后服务哈萨克斯坦人。“我 18
岁高中毕业后就来到陕西，先

学习了两年汉语，又来到中医
药大学进修针灸推拿，以后我
还想考研继续学习中医。”
陕西中医药大学校团委副
书记杨帆介绍说，在很多外国
人看来针灸推拿既新奇，对身
体健康也有用，才会吸引到越
来越多的留学生。“学校现在有
200多名留学生，主要来自‘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其中绝大多
数学的都是针灸推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