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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爾菲婭欲變回趙常玲

中文Siri提供嫖娼信息

網觀風雲

美媒：中國裝備260架殲10

2萬隻候鳥坐飛機到深圳

軍情處

點擊中國
微言大義

顯微鏡

眾議苑 副省長遲到 全機人等候

百姓眼中這十年

◀解放軍空軍
有 7 個航空兵
團裝備了殲 10
飛機

中共十七大以來，中國的經濟發展邁上新台階，經濟與社
會建設取得了輝煌成就，簡簡單單的一句話，足以證明10年
間內地的經濟和社會發展。

交通不便 省吃儉用
10年前，我買一件衣服要坐半小時的車到大商場去。
10年前，每次去銀行都要拿着存摺和身份證。
10年前，我熱衷於去西餐廳吃飯。
10年前，家裡的電視機29吋，電視機櫃特意買了個寬的

，怕放不下這個厚重的大傢伙。
10 年前，彩屏手機剛面世，我就買了一部，興奮地向朋

友炫耀。
10年前，電腦上網要電話撥號，一上網就沒法用電話。
10年前，我騎自行車到公交車站坐公交上班，路上要花1

小時。
10年前，從北京坐火車到上海要在火車上睡一夜。
10年前，我騎自行車上下班為了省錢。

上網購物 迎來地鐵
10年後，我在電腦前點點鼠標就等着賣家送貨上門。
10年後，信用卡綁定了儲蓄卡，每月會為我自動還款。
10年後，我習慣在超市買進口調料自己做西餐。
10年後，56吋液晶電視掛在牆上，居然還能看3D電影。
10年後，我的智能手機能玩網絡遊戲。
10年後，我們在網上不僅能隨時聊天，還能視頻。
10 年後，我家門口就是地鐵站，中間換乘一次，到公司

只需30分鐘。
10年後，從北京坐動車半天就到上海了。
10年後，我依舊騎自行車上下班為了低碳。 （新華網）

近日，在倫敦奧運會上代表哈薩克斯坦奪得
女子 53 公斤級金牌的舉重運動員 「祖爾菲婭」回
到故鄉湖南，恢復了自己的中國名字 「趙常玲」
，她目前仍持有哈薩克斯坦護照，並於 22 日在長
沙向當地公安機關申請辦理二代身份證。湖南省
體育局希望趙常玲能如期歸隊。

趙常玲的出國和回國是否符合規定？她的國
籍能否一變再變？她是否有資格參加明年全運會
甚至將來代表中國隊參賽？隨着趙常玲回國消息
的傳開，在網絡世界引發一連串的質疑。

趙常玲的回國在受到部分網民歡迎的同時，
也引發熱議。有網民對趙常玲的國籍提出質疑。
如果趙常玲仍持哈薩克斯坦護照卻申請辦理中國
的二代身份證，這是否意味她將擁有雙重國籍？
有網民提出，一些國際體育組織規定，運動員只
有一次更換國籍的機會，且前提是未代表一國參
加過國際 A 級比賽。舉重項目的運動員是否可以
隨意改變國籍？就算趙常玲恢復中國國籍，她曾
代表哈薩克斯坦獲得過奧運會冠軍，還有資格參
加全運會或代表中國隊參加國際大賽嗎？

也有網民提出，當初為了實施 「養狼計劃」
把趙常玲等人送出去，現在人家拿了奧運冠軍，
又歡迎他們回來，是不是太功利了，是不是有違
體育道德和奧林匹克精神？

出國回國均符合規定
中國舉重協會副秘書長李浩表示，趙常玲被

交流到國外，依據的是她所屬的湖南省體育局和
哈薩克斯坦舉重協會簽訂的合同。趙常玲是因為

合同到期按時回國，因此她代表哈薩克斯坦隊參
賽以及如今回國是完全符合規定的。

針對網民對中國舉重 「養狼計劃」的質疑，
李浩說，從未聽說舉重項目有 「養狼計劃」。但
2007 年湖南省體育局準備向哈薩克斯坦輸送舉重
運動員，曾經過中國舉重協會同意，是按照當初
雙方簽訂的轉會合同來辦的。

據湖南體育局有關人士透露，趙常玲的戶口
一直都在省舉重隊裡，人事關係也一直在這裡。
對此，一些網民質疑，趙常玲一方面代表哈薩克
斯坦參加奧運會，另一方面她的名字依然在集
體戶口中，她究竟是哈薩克斯坦公民還是中國
公民？

「奧運會必須是具有本國國籍的運動員才能
代表那個國家參賽，趙常玲既然已代表哈薩克斯
坦參加奧運會，她肯定是具有哈薩克斯坦國籍，
」李浩說， 「按照中國法律，不允許雙重國籍，
我們將對此進行調查。」

如今雖然趙常玲已回到中國，但能否繼續參
賽？對此，李浩表示，趙常玲取得參賽資格的前
提是能否恢復中國國籍，否則討論一切都沒有意
義。 「有關趙常玲的合同是由湖南省體育局和哈
薩克斯坦舉重協會雙方簽訂的，放棄哈薩克斯坦
國籍和申請恢復中國國籍等事宜，也將由湖南方
面進行辦理。」他說。

人才交流程序需規範
對於趙常玲的回歸所引發的輿論質疑，有關

專家表示，趙常玲如期回國無可厚非，但通過這
一事件，暴露出有關運動員交流程序、政策等方
面還需要進一步規範。

上海體育學院人文學院院長肖煥禹教授認為
，舉重本身屬於 「小眾項目」，而且由於中國女
子舉重長期在世界上佔據優勢地位，一些國家甚

至準備放棄該項目。中國將優秀選手或是有潛力
的選手交流出國，代表他國參賽，從長遠看，對
推廣這項在世界體壇上相對冷門的體育項目是有
益的。

但肖煥禹表示，趙常玲回歸引發如此多的質
疑，表明我國舉重項目運動員交流的程序還有待
規範。

（新華網）

狼去狼留類似轉會

美國 「中國人民解放軍」博客網站近日載
文稱，最近看到了似乎是最後一批殲10A戰鬥
機的試飛。序號排到了637的第6批殲10A飛
機正在試飛，這表明第6批至少有37架殲10A
飛機。現在，最多人提到的問題是，殲10A飛
機生產已接近尾聲，這種飛機到底有多少架。
如果假設 6 批殲 10A 飛機和 2 批殲 10S 飛機每
批大約有 37 架飛機，則總共將有 296 架殲 10
飛機。根據已經了解的實際數量，這似乎是不
太可能的。雖然第 2 批殲 10S 飛機和最後 2 批
殲10A飛機的產量為35至40架，先前各批次
的飛機數量可能會更少。

預料明年或量產殲10B
文章稱，解放軍空軍有7個航空兵團裝備

了殲 10 飛機，海軍航空兵也有 1 個團裝備了
殲 10 飛機。此外，八一飛行表演大隊也有 12
架殲 10 飛機，另外還有大約 15 至 20 架殲 10
飛機在飛行試驗中心作為假想敵小隊。海軍航
空兵團應該有24架殲10飛機，而解放軍空軍
的大多數殲10團應該有28架飛機。那麼此時

最多應該有 260 架殲 10 飛機在服役。如果考
慮到墜毀和替代的殲 10 飛機，與前面計算的
計算296架殲10大約只差30架。

接下來的問題是，發動機的數量是否符合
預期的數量。俄羅斯提供的 AL-31FN 發動機
似乎是以下數量：2000 年訂購 54 台，已於
2001-2005 年交付；2005 年訂購 100 台，已於
2005-2008 年交付；2009 年訂購 122 台，已於
2010-2011 年交付；2011 年訂購 123 台，預計
2011-2013年交付。

這意味着到明年某個時候將總共交付399
台 AL-31FN 發動機。其中一些發動機有可能
被用於殲10B飛機項目，而有相當數量的發動
機將作為殲 10 飛機的備用發動機。到殲 10A
飛機停產時，最終將生產 250 架殲 10A 和殲
10S飛機這一估計似乎還不算太瘋狂。殲10飛
機的動力裝置還是一個令人費解的問題。第1
批殲10B飛機似乎也可能使用AL31FN發動機
的基本型。

雖然預計殲 10B 飛機最終會使用 WS10A
發動機，但實際情況可能不是這樣。同時，如

果解放軍空軍再訂購AL31FN發動機，將是非
常令人失望的，如果不是訂購推力更大的型號
的話。

到目前為止，殲10B飛機項目已經試飛近
4 年了。曾預計第 1 批殲 10B 飛機目前已經公
開，但看起來不得不等到明年了。

「強5」 結束44年生產歷史
另據中國國防科技信息網消息，10 月 25

日，中航工業洪都舉行最後一架強5飛機總裝
交付儀式。

強5飛機是新中國研製的第一代超音速強
擊機，屢建戰功，成為空軍主力機種之一。
1958年8月強5飛機正式在南昌飛機製造公司
上馬，陸孝彭任總設計師，1965年強5原型機
首飛，1968年投產，至今已有44年。

強 5 系列飛機於 1985 年獲得國家科技進
步特等獎，成為享譽國際的 「亞洲明星」。強
5研製過程中凝練的 「強5精神」激勵着一代
代航空人為祖國航空事業奮進不息。

（網易軍事）

「廣州飛南昌航班因江西省副省長遲到而延誤
」的消息在網上引起熱議，深圳航空公司對此予以
否認，表示此航班延誤是因為前段航班延誤所致，
並非等某位或某些旅客。然而，這個解釋並未消除
網友的質疑。

10 月23 日，深圳航空由廣東飛往江西南昌的
航班，原定20時05起飛，不料延誤約兩個半小時
才能起航。飛機一直停在停機坪，大批乘客則在候
機室苦等。一名丁姓女士向媒體爆料稱，由於乘坐
同一航班的江西省副省長洪禮和遲遲未上機，故造
成航班延誤。丁女士表示，洪禮和上機後被多名乘
客包圍斥責，洪不但沒有道歉，反而與激憤的乘客
對罵。乘客情緒激動、拒絕登機，導致飛機延誤2
個多小時。

這則消息在網上引起熱議。 「普通人遲到就是
改簽，官員遲到就得延誤」，許多網友對這樣的特
權表示不能容忍；對於消息中的 「拒絕道歉並和旅
客對罵」，一些網友表示比 「致使飛機延誤更嚴重
」，紛紛要求這位副省長出來道歉；也有網友對航

空公司的這種做法表示出不滿。

乾脆設公務專機
專欄作家魯國平 26 日在其微博上轉發南方周

末評論員李鐵的言論，稱等副省長是我國航空公司
的規定。每個航空公司的都有一個要客名單，副省
級以上都在上面，如果要客遲到，飛機一般都會等
。例如南航海南分公司就規定，如果誰在執行要客
航班任務中，受到中央領導批評，乘務員降級使用
兩年，甚至直接開除，領導也被追責。

對此微博，眾多網友們對官員享此特權表示不
滿，更有一些網友戲謔乾脆給官員們配公務專機得
了，也有網友認為比起官員包專機，這種方式更令
人接受。

【網友熱議】
夏後冬前：怪不得航班經常晚點，原來都

是這些人在作祟。
貧僧不信佛：一國的財政大臣坐錯位置還

得要補票，中國一個副省長遲到還要降罪別人
。這就是中國社會主義優越性的體現嗎？

低調的奢華：難道老百姓的時間就不是時
間了嗎？

熊學勝：誰也不能改變這樣的現實，在中
國當官的幹什麼全是特權！

風祭：能將特權條例化合法化，也真夠社
會主義特色的。

歷山耕夫：航空公司慣於抬轎子的奴性，
究其根本視民為草芥。

蒼穹雲端：公僕的權利太大了，以至於主
僕的地位本末倒置。

魯付林：霸王條款，難怪人人都想公務員
，有特權有優越感。

成容非：每個省配兩架公務機得了，別再
與民爭利了。

陽陽：只要不是等太久我覺得無可厚非，
難道你要領導包架專機去公幹？ （騰訊微博）

近年來，蘋果手機憑藉強大的遊戲、上網等功能，逐漸覆
蓋內地市場，尤其是年輕群體，幾乎人手一部，閒來無事，很
多人總會拿出手機隨意搜索一番。近日，一位網友在使用蘋果
的中文Siri時，輸入 「昆明哪裡能嫖娼」後，竟搜出15家娛樂
場所，除了店名外，所在的地址均有明確標註。

網友將手機視頻截圖發上微博，引起網友熱議。一些網友
直言： 「還是美國技術先進，昆明的這點事情都鬧到國外去了
。」

有網友將昆明換成北京、成都甚至是曲靖等城市後，依然
可以查到多家標有明確地址的娛樂場所。不過該技術並非萬能
，除了要裝有中文Siri系統，還要升級到iOS6操作系統。

目前，Siri搜索出的昆明15家娛樂場所是否涉黃還不清楚
，但這些內容出現在手機搜索引擎上，已引起很大爭議。很多
網友驚呼，連百度都 「不敢」實現的功能，蘋果卻手到擒來。

民警用蘋果 掃黃省力
「以後掃黃打非就不用一天瞎折騰了，升級以後直接搜索

。」網友 「blueiyoyo」調侃，蘋果手機如此強大的功能，對於
警方的掃黃打非工作倒是貢獻不小。

網友 「VMuDV」懷疑，這有可能是娛樂場所打的廣告，
畢竟昆明有那麼多家娛樂場所，最終搜索出來的也就15家而
已。

Siri在其宣傳時，自稱最大的特色就是 「人機互動，心有
靈犀」。對此有網友就調侃： 「在產品介紹中所說的這種 『心
有靈犀』，估計說的就是這點事。」

「東郭先生」則為蘋果辯護：不應怪罪蘋果，其實在中國
嫖娼也屬於半合法化，所以不用它這個功能，也不愁找不到地
方。

「毛曉華」認為，縱容嫖娼，提供嫖娼信息，嚴重違反中
國法律。看看該怎麼處理這件事情，靜等期待。

法律界人士表示，如果這款軟件提供的服務，造成了嚴重
後果，可以參考2004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發
布的司法解釋。而向未滿十八周歲的未成年人傳播，還將從重
處罰；她同時強調，除了個人，單位也可構成本罪。

（騰訊微博）

深圳是許多候鳥會經過的地方，大部分候鳥是
從西伯利亞、大陸東北及北海道等地出發往南遷徙
，到深圳過境度冬或繁殖，但不少候鳥的目的地都
被改變成人類的餐桌。深圳市公安局森林分局近日
在寶安機場一航班託運貨物中，查獲各類鳥類死體
合計21127隻。

10 月17 日，深圳市公安局森林分局聯合機場
分局在寶安機場布控，於北京往深圳的航班託運貨
物中，查獲分裝在 13 個泡沫箱內的鳥類死體。經
初步認定，箱內所裝 「三有」保護動物鳥類死體合
計 21127 隻。10 月 26 日，市公安局森林分局聯合
市野生動植物保護管理處在東門市場開展清查整治
行動，在一輛貨車上查獲 「三有」保護動物狗貛、

豬貛、海狸鼠、麻雀、斑鳩等合計933條（隻），
其中鳥類800隻。

市公安局森林分局的相關負責人介紹說，查獲
的是國家 「三有」保護動物，雖然 「三有」保護動
物級別不高，但依然受到嚴格保護，這批野生動物
主要流向食店。

濫食野味小心中毒
據國家 「三有」保護動物是指國家林業局公布

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經濟、科學研究價值的陸生
野生動物。市公安局森林分局相關負責人表示，對
「三有」保護動物有限度的利用是允許的，但他們

會核定經營者是否超範圍經營。

凡是未辦理養殖、運輸、銷售等相關許可證銷
售 「三有」保護動物都是違法的，查獲的野生動物
將交由深圳市野生動物保護管理處，將放歸大自然
或交給廣東省野生動物保護管理部門。

根據市公安局森林分局調查，不法分子在獵捕
野生鳥類時，多採用毒殺、張網捕殺等方式。衛生
專家指出，此類野生鳥類會產生毒藥殘留，在捕殺
時體內也能產生有毒物質，人們食用這種環境下的
野生動物不但沒有太多的營養價值，甚至會被繼續
毒害的危險。

為此，市森林公安機關呼籲民眾： 「為了自身
生命健康不要濫食野生動物。」

（中新網／搜狐網）

◀內地很多
城市開通地
鐵後，市民
出行更方便
快捷

▲趙常玲要代表中國參加國際賽，先要處理好
國籍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