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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放风筝的好季节，
可不当心真会出大事

重庆女子遭风筝线割喉：
感觉脑壳都要掉了
阳春三月，又到放风筝
的季节，不少市民爱上这项
休闲活动。但殊不知，细细

闹矛盾后劝女友回家被拒绝

的风筝线有可能成为伤人
利器。3月 14日，重庆梁平

男子将女友捆绑后
塞进行李箱欲强行带回

的刘女士被风筝线割中喉
咙，伤口半个月还没痊愈。

孩子们在草地上放风筝!图文无关"

闹矛盾后劝女友回辽宁被拒绝，竟将女友捆绑后塞

受伤女子

那天天气晴朗，刘女士与男友从
梨博园返回梁平城区，路过梁平机场
时，很多人在那里放风筝。当天风大，
风筝都飞得老高。
“有人就在机场公路上放，还有
一只风筝飞在高空，但线低垂了下
来，
没人管……”刘女士说，她心里正
想着这样很不安全，左侧颈部突然感
受到一阵剧痛，伸手一摸，全是血，
“感觉脑壳都要落了”。
受伤的并非刘女士一人，她男友

安全隐患

的耳朵也被割出了一道口子。此外，
三位路人也受伤了，其中一个女子伤
得比刘女士还重，伤口从左侧颈部一
直划到了嘴角，
皮开肉绽。
刘女士说，
这时，一位 50多岁的
男子跑过来挽风筝线，他们才想到可
能是风筝线惹的祸。
男子姓徐，是一家药材公司的员
工，周末带着孙子到梁平机场放风
筝。他到车上接电话的时候，一不注
意风筝线垂了下来，一个小伙骑摩托

友，还因触犯法律被判刑 1年。
路过缠住了风筝线，然后从两位女士
颈部拖过，将她们的颈部割伤，还伤
及了另外三人。
最后，徐某与他们谈价私了，赔
给刘女士及男友各 1000元。但让刘
女士没想到的是，事发近两周，伤口
非但未能痊愈，反而还化了脓，害得
她至今都没法正常上班。
记者了解到，其实不仅在重庆，
温州、大连等地近日也发生过风筝线
伤车、
伤人事件。

紧绷的风筝线锋利如刀刃

据了解，目前市面和网上销售的
风筝线有轮胎线、凯夫拉线、棉纱线、
尼龙线、大力马线等，细线直径只有
0.
2~0.
5毫米，粗线直径为 1~3毫
米。
随着风筝越做越大，线材的韧性
也更强。物理专家做过测算，当风力
超过四级时，风筝线就会绷紧，绷紧
后的拉力会达到 100斤，风力增大
后，拉力甚至可能超过 200斤。有模

安全提醒

进行李箱准备从西安强行带回。最终，男子不仅失去了女

当时感觉脑壳都要落了

拟实验证明，紧绷的风筝线如同利
刃，能轻松将黄瓜、香蕉等蔬果切断，
能将五花肉割出 1厘米深的口子。
如果一个体重约 50公斤的人，
以 5米 /秒的骑行速度撞上风筝线，
风筝线直径 0.
5毫米，接触时间 1秒
钟，人体接触风筝线的长度约 10厘
米。那么，人撞上风筝线时产生的瞬
时压强约为 500帕，这相当于 100
斤重的东西压在一个指甲盖上。

我们一般认为，风力越大，风筝
线所承受的拉力就会越厉害，伤人的
概率也会大大提高。但物理老师却
说，最危险的并不是大风天气，而是
风一会儿大一会儿小。因为，风大时
风筝反而容易控制，风一会儿大一会
儿小时，风筝很容易突然掉落，风筝
线就会“倒下”，如果这时旁边有人跑
步或者骑自行车、摩托车经过，很容
易被划伤，
割到眼睛更不堪设想。

放风筝要选对地方

重庆飞翎风筝协会的专业人士
介绍，风筝的放飞地点有讲究，应选
择平坦、空旷的地方，而不能在机场、
高压线、公路和铁路、两侧有高楼或
树木附近放飞。
他提醒说，风筝失控或者挂在树
上无法取下，
也不要一走了之，
应该将

断掉的风筝线缠好收回，也可以把风
筝线拉断或剪断，避免风筝线伤及行
人。此外，
万一风筝缠绕在电线上，
千
万不要自己爬电线杆去取，应及时报
告供电部门，
请专业电工进行清除。
目前流行放夜光风筝、大型风筝
和运动风筝，这些风筝的风筝线很牢

固，拉力很强，特别是夜间放夜光风
筝更要注意安全。放飞大型风筝和运
动风筝需要专业技巧，普通市民不要
轻易尝试，观看放飞大型风筝尽量不
要靠很近，特别是孩子一定要离得远
些，
以免风筝落地砸伤头部。

穆某是西安人，与前夫离异后
独自一人去辽宁省北镇市做生意。
2012年 3月与王某结识，经交往，
王某提出结婚，并给穆某家送了彩
礼，但由于种种原因，两人之间一
直矛盾不断。2014年 5月初，
穆某
在和王某争吵后跑回西安，随后王
某将穆某劝回了北镇。同年 6月
初，两人又发生争吵，穆某再次回
到西安。为了追回穆某，王某花
5000元在北镇租了一辆轿车，和
车主韩师傅及其妹夫张某于去年

6月 14日晚到达西安，并约穆某
次日在西安某酒店见面。15日上
午，穆某来到该酒店，王某见无法
说服穆某回去，便用事先准备好的
绳子将穆某捆绑起来，塞进一个大
行李箱。由于穆某不停地哭闹，王
某将其放了出来。但穆某始终不同
意回辽宁，王某一怒之下又将穆某
塞进行李箱并用毛巾将穆某的嘴
堵住。
收拾妥当后，王某带着行李箱
上了事先租来的车。

发现行李箱里有人，司机拒载
车即将上高速前，司机发现了
异常。车主韩师傅称，
去年 6月 15
日下午 3时许，王某带着一个大行
李箱找到他，并要将行李箱放在后
排座。
“上车后他就要求回东北，快
到高速时我问他要接的人在哪儿，
他说就在行李箱里。”韩师傅说。
韩师傅要求王某打开行李
箱，果然看到里面捆着一名女子。

王某称女子是他妻子，因其不愿
回家才出此下策。由于担心王某
进行违法活动牵连自己，韩师傅
要求王某将女子放了，并让他将
其余车钱付清。“那男的钱不够，
女的还替他给了几百元，然后两
人在路边说话，之后女的离开了。
男的想和我们一起回东北，我拒
绝了。”韩师傅说。

犯非法拘禁罪，王某获刑 1年

据重庆晨报

离开王某后，穆某报案。据穆
某称，她与王某已分手，但王某一
直让她退彩礼钱，并以想和好为借
口纠缠她，更没想到还会限制她的
自由。西安警方了解情况后请求辽
宁警方协助抓捕王某，去年 6月
17日，王某在辽宁省北镇市被抓
获，王某对其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据王某称，刚一开始他与穆某还友
好协商，并许诺回辽宁后会好好对

五星级酒店有多难熬？

东莞一五星级酒店变身菜地出租

位于东莞长安镇的莲花山庄，是
东莞难得一见的山水式五星级酒店。
如今在大环境的影响下，酒店管理层
决定向“农家乐”转型，酒店内辟出数
十块菜地出租给市民种菜。据透露，
40块菜地已被抢租一空，租客中不
乏政府工作人员。
“曾经只有‘贵客’才消费得起
的莲花山庄，现在竟然被改造成一
片片的菜地，一年只要交 3000元租
化 名)
日前向记
金。”东莞市民阿良(
者报料。阿良还算了一笔账：
“ 一块
地一年收 3000元，里面就算有 100
块地，一年也就 30万元。这点钱对
一个五星级酒店来说，简直少得可
怜，看来他们已经到不得不转型的
地步了。”
记者 3月 24日在莲花山庄看
到，就连水泥路边狭长的边角地也被
开辟成菜地，种上红薯、向日葵或果
树。有的地块还被铁丝网围住，里面
放养着鸡鸭鹅兔猪等家禽家畜。山庄
的卡拉 OK桑拿楼门前广场在围蔽

为接女友，5000元租辆车

待她，但穆某坚持不同意，他才准
备强行将其带走。
近日，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公开审理了此案。法院认为，被告
人王某采取捆绑手段，非法剥夺他
人人身自由的行为已构成非法拘
禁罪。鉴于案发后王某能如实供述
其犯罪事实，可对其从轻处罚。依
照相关法律，判处王某有期徒刑 1
据华商报
年。

武科大出奇招
曾是东莞难得一见的山水式五星级酒店#如今破败没落$

施工，而这栋曾经人来人往的桑拿楼
大门紧闭，部分墙面石灰剥落，过道
处的沙发蒙上厚厚灰尘。推开后门，
散发出一股霉味，屋里堆满沙发和桌
椅。一处逃生通道的门上还贴着一张
封条，由东莞长安公安分局霄边派出
所 于 2014年 2月 14日 查 封 时 所
贴。
莲花山庄酒店一名经理告诉记
者，
山庄内共开辟了 60块菜地，每块
80平方米左右。其中 40块用于出
租，每块年租金 3000元，如果租客
没空打理，可以每月交 100元管理

费，
酒店会安排专人帮忙。
“那 40块地已经被租光了，其中
很多租客都在镇政府工作。”该经理
表示，
剩下 20块地由山庄自行管理。
另外山庄中央近 10亩土地也以每年
2万元租给草莓种植户。该经理称，
酒店此举是应对大环境转型为“农家
乐”
的平民消费模式。
公开资料显示，莲花山庄由东莞
长安镇政府投资兴建，本为广东长安
集团下属企业。大约 6年前，该山庄
被转给长安某娱乐业巨头经营。
据南方都市

惩罚学生考试挂科
挂一科跑 1000米
“跑过这圈，还差两圈……”近
日，在武科大黄家湖校区一操场
上，30余名学生正气喘吁吁地跑
着，另一边，几位学生正数着圈数。
据悉，这是武科大某院系针对挂科
学生采取的一项惩罚。一挂科学生
被罚跑后直呼永不挂科。
记者与场边的同学交谈获知，
他们与跑圈的学生为同一专业。跑
步并不是为了锻炼身体，而是不久

前该院系出台的一项规定：
“ 挂一
科跑 1000米”。
据了解，该系 2013级共有 80
余人，仅上学期期末考试就有 30
多人挂科，挂科最多的一名男生共
挂了五门课，
被罚跑 5000米。
去年该校也曾有院系采取类
似做法，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
不少同学对类似的处罚持反对态
度，认为不值得推广。 据长江商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