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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游客大闹机场”存误会？
“中国游客大闹曼谷机场”的新闻这两天被国内外不少媒体和网站报道，引发网友热议。涉事中国游客备受质

疑，被指责“丢了国人的脸”。那么，事情的起因到底是不是传说中的“因不满航班延误而闹事”？对游客、旅行社等
方面而言，这次风波带来哪些教训？记者7日连线事件亲历者和新华社驻泰国记者，为你解读。

来自重庆的王女士是这次事件发生
后遭航班拒绝登机的33名中国乘客之
一。按照她的说法，她与其他游客不满
的起因“并不是航班延误”。

据王女士回忆，航班原定4日下午
5：40起飞，但先后两次通知推迟起飞时
间。第一次通知航班延误到晚上8时，
此时乘客已经在机场等了5、6个小时，
但“情绪平静，只是抱怨运气不好”。

当晚7：30左右，航班将继续延误到

次日凌晨的消息传来后，在场乘客开始
询问机场工作人员，对方以中文回答“听
不懂”“不知道”。

王女士说，这时大家“还没有情绪激
动”，事情的转折点发生于乘客同意按照
航空公司安排前往酒店休息后：由于乘
客已经办理登机手续，离开机场需要上
交护照。旅游团领队应机场方面要求逐
一收集乘客护照，机场工作人员随后把
护照“装箱并贴上封条”。

王女士等部分乘客认为，身在国外，
护照是重要的身份证明，而机场工作人
员收存护照的做法让他们感到不安。

按照王女士的说法，机场工作人员没
有就此作出解释，旅游团领队也以“不会英
文和泰文”为由，没有与机场方面有效沟通。

据新华社驻曼谷记者杨云燕了解，
泰国当地媒体的报道与王女士的说法基
本一致，即在收取护照后，部分游客拒绝
前往酒店休息。

据泰中旅游同业商会理事长吴明煬
介绍，中国赴泰旅游团一般会配一名中
国随团领队，在泰国境内时由一名当地
导游接待。由于事发在游客准备登机回
国时，游客已经出关，当地导游接待工作
已经结束，每个团由各自领队负责。

杨云燕说，按照亲历者和泰国媒体
描述的事情经过，随团领队当时应该是
配合机场工作人员做了一定沟通工作，
但可能没有完全控制住局面。

网上流传的关于此事的一段视频
中，部分乘客向机场和航空公司提出“公
开道歉”、“赔偿1000元”等要求。其中，
为航班延误索赔的合理性受到网友质
疑。就此，杨云燕向中国驻泰国大使馆
了解了相关情况。

据她了解，国际航班延误赔偿标准
依照《蒙特利尔公约》来确定。但在具体

实施层面，各航空公司有各自补偿标准。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介绍，航班延误

有3种情形，航空公司可不承担责任：
“一是乘客无法举证或证明损失与航班
延误有直接因果关系；二是航空公司已
采取一切必要补救措施；三是延误系不
可控原因”。在此事件中，各方面消息显
示，飞机延误时，航空公司首先告知乘客

飞机因遇暴雨将晚点3小时，后又通知
飞机因需安全检修再次推迟起飞。在此
过程中，航空公司提供了晚餐，并在与各
旅行团领队协商后决定送游客到酒店休
息。这说明该航空公司采取了必要的补
救措施。

使馆表示，在航班延误时，“大部分
航空公司对航班延误补偿的通行做法是

提供必要信息、食宿、交通、机票签转等，
其中食宿补偿最为常见，现金补偿几无
可能”。

不过，据另一名遭滞留游客回忆，她
与其他乘客并没有向航空公司提出赔偿
要求。所谓“赔偿1000元”，原是一名男
性乘客“劝解”同行者，但被“网络视频断
章取义”。

负责处理此次事件的中国驻泰国大使
馆领保工作人员介绍，事件发生后，使馆与
航空公司、机场地勤和旅行社多方沟通，在
机场滞留的30多名游客都已安全回国。事
发时没有中国游客被泰国警方带走。

据使馆工作人员了解，这次中国游客

乘坐的泰国东方航空公司属于廉价航空，
公司规模和服务能力有限。这名工作人
员提醒，游客报团时要与旅行社确认航空
公司等信息，如果对所选航空公司不满
意，要提前与旅行社协调更换。如考虑航
班延误等风险，游客可提前购买保险。

使馆提醒，如果发生航班延误，乘客
应首先关注飞行安全，可向航空公司了
解原因，尽早决定是否退改签机票。如
航空公司反应消极，可通过机场信息台
向机场管理局投诉。机场管理局会向航
空公司了解情况，敦促起为乘客准备相

应餐饮住宿服务。
使馆提醒，游客需“理性维权”，因为

维权的最终目的是“尽早成行”。保持良
好心态应对航班延误等问题，是国际乘
客基本文明素养之一。

郜婕（特稿·新华国际客户端）

缘于航班延误，
还是沟通不畅？

不合理索赔，
还是“断章取义”？

出国旅游，
如何理性维权？

卡通气球大巡游

调查

新华社北京9月7日电（记者钱春
弦）部分中国游客滞留泰国廊曼国际机
场事件发生后，国家旅游局立即启动应
急机制，通过旅游团队系统核实相关信
息，要求重庆市旅游局调查并向社会公
开事实。

记者7日晚从国家旅游局获悉，经
核实这一团队为重庆游客。国家旅游
局已责成重庆市旅游局进一步调查情

况，并将事实向社会公开。国家旅游局
强调，游客可以通过正当途径合理合法
维权，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宜采取过激

行为。组团社及领队应及时与当地有关
部门和地接社沟通情况，向游客作出解
释，避免因发生过激行为导致严重后果。

据悉，5日几段“中国游客大闹曼谷
机场”的视频在网上迅速传播。视频
上，一些游客在泰国廊曼机场因航班延
误进行抗议。这些游客采取高唱中国
国歌而进行“旅游维权”的方式，引发线
上线下的争议。

国家旅游局调查部分游客滞留泰国机场事件

先是吉普，接着是悍马，如今美军
将再次推出作战“利器”、新型多用途联
合轻型战术车。

法新社6日评述，联合轻型战术车
标志着一次技术的飞跃，有望在今后数
十年给美军提供保护。

悍马有缺陷怕地雷

美军现在广泛使用的悍马以其“硬
汉”形象和速度而知名，但因车身底部
扁平且地盘较低，在面对路边炸弹时显
得应对不足，无法分散或抵消致命的爆
炸力，致使驾驶室承受大部分冲击，而
那往往会造成致命后果。

美国智库大西洋委员会资深分析
师吉姆·哈西克说：“悍马不是设计用来
应对地雷的，架构全部错误……它底盘
太低，没有V型车身（以分散爆炸力）。”

尽管美军寻求加固悍马，但效果有
限，因而耗资大约450亿美元，加快部
署超过2.4万辆新型防地雷反伏击车。
只是，这种卡车较为笨重，难以部署至
需要的地方。这与五角大楼设想的更
快、更轻的作战部队理念相反。

因此，美军开始寻找一款能集悍马和
防地雷反伏击车优势于一身的替代车辆。

设计针对路边炸弹威胁

8月25日，美军宣布与美国威斯康
星州的奥什科什公司签订一份价值
67.5亿美元军购合同。根据合同，美国
陆军打算2040年前订购将近5万辆联
合轻型战术车，美国海军陆战队将打算
订购5500辆，奥什科什公司将从现在
起的10个月后开始交付车辆。

公司高管约翰·布赖恩特介绍，联
合轻型战术车是针对路边炸弹威胁设
计。不同于悍马，它的一些部件能被炸
飞，以帮助抵消爆炸力。

这一车辆前端笨重，以保护6.6升
的柴油发动机，车窗为防弹玻璃。在崎
岖路面行驶时，它的速度可比美军其他
车辆快 70％。而且，它足够轻，可用
CH－47“奇努克”直升机运送。

车辆的确切技术细节依然保密，但
布赖恩特说，车辆是着眼于今后而设
计，能应对美军的需求变化。例如，车
辆可装配普通枪炮塔或远程遥控武器。

多个国家有意购买

布赖恩特说，已有多个国家对联合
轻型战术车表现出兴趣，“受到保护的
机动性，再加上极端的越野能力，这似
乎是（各国对军车）相对普遍的要求”。

李良勇（新华国际客户端）

装配模块化装
甲，可进行损坏组
件更换，在其寿命
周期中可节约成
本。可以在城市开
阔环境中高效使
用，并保障联合作
战中每个班组士兵
的通信。

据欧洲媒体inautonews 近日报
道，美国奥什科什（Oshkosh）卡车公
司接到了来自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
一份价值 300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1920亿元）的初始合同，将承担联合轻
型战术车JLTV）项目工程与制造研发
工作。奥什科什的其他的两个竞争对
手分别是悍马的生产厂商AM Gen-
eral 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Lock-
heed Martin Corp）。

预计到2040年，美国陆军将生产
5.5万辆陆地多功能用途车辆，届时海
军陆战队也将替换现有的悍马。据悉，
初期合同的价值为67.5亿美元（约合人
民币432亿美元），其中包括约1.7万辆
军用卡车的生产。

总部位于威斯康辛州的奥什科什
卡车公司在此次扩大交易的过程中获
利颇丰，这次奥什科什卡车公司赢得
300亿美元合同也可谓是爆了冷门，
在这之后奥什科什集团也成为了

2014 年度美国政府的第 99 大合作
商。然而，美国政府排名第一的合作
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却在此次竞争
中落选。

奥什科什首席执行官 Charles
Szews在一份声明中说道：“奥什科什
已经为国防部制造了90余年的战术
车，没有谁比奥什科什更了解战术车在
美国军队中的作用。”

据悉，在伊拉克战争中造成致命袭
击的是奥什科什公司所产的防地雷反
伏击战车，而非军用悍马。

根据美国陆军预算文件，联合轻
型战术车项目工程的资金预算在国
防部预算需求之下预计将翻倍，到
2016 年增至 4.57 亿美元（约合人民
币 29.2 亿元），到 2018 年和 2020 年
将分别增至 13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83.2 亿元）和18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115.2亿元）。

（来源：环球网）

奥什科什拿到美军300亿美元合同

揭秘美军神秘军车供应商
奥什科什的竞争对手

AMAM通用公司版本通用公司版本

洛克希德洛克希德··马丁与马丁与BAEBAE合作版本合作版本

动力装置可进
行油电转换，配备
“艾利逊”6速变速
箱、“美驰”独立气
囊悬挂系统，以及
4.5升4缸发动机，
比许多V6发动机
具有卓越的燃油效
率。

武器 可装配先进炮塔操作系统、

远程武器操作系统和炮弹发射系
统，攻击能力大幅提升。

奥什科什联合轻型战术车相比悍马
拥有更多配置
改进，基本分为
2座车型和4座
车型。

通讯 装载大量电子设备，使战

车成为移动的指挥、控制、通信、
计算机、情报、监视和侦察/电子
战平台。

检测 拥有反无线电电子战系统

和简易爆炸物检测装置，可提高
防雷性能。

防护 装备 Core1080 防护系统，

可装配更多的防护装甲，配备乘
员防爆炸坐椅，超强越野性能避
开爆炸点。

轮胎 联合轻型战术车可装配大

尺寸轮胎，在越野时比战术轮式
车辆拥有更快的速度。

悬挂 配有 TAK-4i 独立悬挂系

统，可实现车身高度调整，改善行
驶平顺性和操纵稳定性，同时能
增强防地雷能力和可运输性。

新华社洛杉矶9月6日电 说起减肥和脂肪
的关系，许多人想到的都会是抽脂减肥，但最近美
国研究人员却发明了一种反其道而行之的新方
法：植入脂肪来减肥。

人体内存在棕色和白色两种脂肪。平时大
家所痛恨的是白色脂肪，它是导致肥胖的罪魁
祸首，所谓抽脂减肥就是抽取白色脂肪。而棕
色脂肪的功能是促进白色脂肪分解并释放热
量，实际上是帮助减肥的，只不过人体内棕色脂
肪含量不高。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人员
在美国新一期《糖尿病》杂志上报告说，他们利用
白色脂肪的干细胞培育出了一种米黄色的脂肪，
这种米黄色脂肪的功能与棕色脂肪类似，也能促
进白色脂肪的分解。

研究人员随后将米黄色脂肪植入实验鼠体内，
并让其与正常实验鼠一起，摄入高热量食物。3周
后，植入米黄色脂肪的实验鼠不仅体重增长程度只
有普通实验鼠的约一半，其血糖水平也要低得多。
血糖水平高是肥胖症患者经常面临的问题。

研究人员表示，他们将进一步探索如何用这
一方法帮助人类减肥。

美国新研究用
植入脂肪方式减肥

9月6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州帕拉蒂市，人
们在事故现场救助受伤的乘客。

一辆公交车当天在该州帕拉蒂市附近发生翻
车事故，造成至少14人死亡，30多人受伤。

新华社/法新

巴西公交车翻车
14人死亡 30多人受伤

克罗地亚反恐演习

9月7日，克罗地亚特警在首都萨格勒布参
加反恐演习，纪念该国特警部队成立25周年。

新华社发

9月6日，卡通气球游行队伍行进在比利时
首都布鲁塞尔市中心的街道上。

当天，布鲁塞尔漫画节的重头戏——卡通气
球游行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每年9月上
旬举行的这一活动，目前已成为当地的一项盛事，
吸引大批市民和游客参与。 新华社发

美军推出新“利器”：联合轻型战术车
有望在今后数十年取代悍马给美军提供保护

据新华社北京9月7日新媒体专电 外媒称，
波音公司已推出“梦幻客机”。现在，它还推出了

“星际客机”。
据美联社9月5日报道，这家航空业巨擘4日

宣布了其未来商用太空客机的名称。当天，包括佛
罗里达州州长里克·斯科特、美国航天局（NASA）
和波音公司高管及一些前宇航员在内的200多人，
聚集在NASA约翰·肯尼迪航天中心，庆祝波音公
司商业载人与载物设备生产设施的盛大启动。

外媒称，这处设施曾是一个太空飞机修理库，
经翻修后，将作为“星际客机”的制造车间。“星际
客机”首航的目标是在2017年搭载机组成员前往
国际空间站。

报道说，NASA希望重新从美国本土运送宇航
员，而不是花费巨资搭乘俄罗斯航空航天署从哈萨
克斯坦发射的太空船。自航天飞机2011年退役
后，美国宇航员往返空间站全部依赖俄罗斯飞船。

波音公司打造星际客机
目标：2017年将人员送往空间站

制图/石梁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