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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中，这些湖南游客经历了什么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
者 唐天喜）丢布娃娃游戏、

过呼啦圈比赛、翻船比赛、

拦人比赛、绑腿赛跑……

留守儿童的欢歌笑语洒满

了永州市道县祥霖铺镇双

河口村。近日，该县妇联、

县文体广新局、望龙关爱

留守儿童协会联合深圳里

程 147 团队等相关单位和

公益机构，来到该村举行

了“留住情，守住爱”里程

147 关 爱留守儿 童公益 活

动。当天共募集 16 万元善

款，将全部用来建设该村

的留守儿童之家。据了解，

双河口村的人口约 2000 人，

留守儿童有 400 多人。

四川阿坝州九寨沟发生 7.0 级地震——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章清清 冯晓雅 李立  图 / 陶刚

8 月 8 日 21 时 19 分，四川阿坝州九寨沟
县发生 7.0 级地震，震源深度约 20 公里，四川、

重庆、甘肃、陕西等省市震
感明显。据四川省政府新闻
办 通 报， 截 止 8 月 9 日 13
时 10 分，地震已造成 19 人
死亡，247 人受伤。作为国
内外知名的旅游目的地，又
逢暑期旅游高峰期，九寨沟
当地居民和游客的人身安危

深深牵动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那么，在地震
发生后的这段时间里，九寨沟的湖南游客都经
历了什么？

九寨沟地震，湖南游客目前安全
记者从湖南省旅发委应急值班室获悉，截止 8 月

9 日中午 12 时，根据湖南省组团社游客最新数据统计，

地震发生时，共计约 800 名湘籍游客在九寨沟，暂无

游客伤亡报告。

“我们旅行社就有湖南籍游客 200 多人，目前全部

是安全的。”8 月 9 日 9 时 30 分，湖南龙骧国际旅行

社川藏专线负责人范学科在电话中向记者透露，旅行

社昨天有 215 名湖南籍游客在九寨沟漳扎镇游览，现

在都很安全。

湖南新康辉旅行社 8 月 9 日凌晨也发布通报，有

67 名湖南籍游客分布在成都、九寨沟口和川主寺三地，

已全部逐一确认平安，地陪导游和客人在一起。

吃饭时发现酒杯起波纹，
游客紧急撤离

范学科告诉记者，昨晚（8 月 8 日）9 时，导游和

游客正在吃晚餐，有人发现酒杯里的酒起了波纹，加

上一整天天气异常闷热，大家联想到这可能是地震的

前兆，“于是我们开始组织所有游客紧急撤离，当晚很

多游客都在停车场或酒店外面的旅游大巴上过的夜”。

8 月 9 日清早，地陪导游接到当地政府通知，去往

九寨黄龙机场的公路因为塌方已被阻断，所有游客返

程只能走成都方向公路。“我们马上安排 170 多名游客

坐上了开往成都的大巴。因为车位已满，余下的 30 多

名游客和导游一起等待政府安排车辆。届时，他们将

从成都机场直接飞回长沙。”范学科说。

地震时正准备上厕所，
浏阳团已安全返回

记者接通浏阳满意旅行社的全陪导游王志坚的电

话时，全团 20 名从浏阳来的游客正在返回成都的九

黄环线上。回顾地震第一时间的情况，王志坚自己也

觉得不可置信：“当时我们正前往黄龙景区的酒店，车

子在平江路边暂停，游客准备上厕所，突然发现车子

有点晃动，接着就往前滑。”从未经历过地震的这 20

名游客表现比较淡定，“当时我们都没有意识到是地

震，还以为是司机没刹好车。”在路边暂停了 20 多分

钟后，他们决定按原计划返回酒店。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
者李诗韵 通讯员 李雅雯 
熊月娥）“从今天起，我决

心按照奶爸守则照看孩子，

一日为奶爸，终生是奶爸

……”8 月 8 日，在湖南省

儿童医院里，19 名“奶爸”

集体宣誓，共同度过湖南

首届“奶爸节”。

据 了解， 由

湖南省儿童医院

首创策划的“超

级奶爸”训练营

是由医院新生儿

专家团队 对“奶爸们”全

程面对面免费教学，重点

讲解涵盖 0-1 岁内婴幼儿

的抱姿、母乳喂养、辅食

添加、常见症状判断与处

理、常见意外伤害的识别

和处理、宝宝生长发育监

测和外出旅行等 20 余项育

儿理论和操作技

能，让奶爸们轻

松掌握并应对宝

宝的吃、穿、住、

行、医五大育儿

问题。

今日女报/风网讯（通讯员 肖子赟 夏子涵）8 月

初，长沙的鲁先生和家人来到长沙黄花机场准备出境

时，却被边检警官告知：他的护照是无效证件。 

鲁先生表示，两年前他的护照曾经遗失，到出入

境管理部门办理了挂失手续，并补办了一本新护照。

后来搬家过程时找到了此前遗失的护照，就随手将其

与新护照放在一起。不久前，鲁先生全家报名参加欧

洲游，粗心大意的他拿了那本已经“挂失”的老护照

办理相关手续。

按照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公民必须持合法有效的

证件才能出入境，所以边检部门不能为其办理出境边

检手续。长沙边检站数据统计显示，仅 7 月份以来，

长沙口岸已发生近 20 起旅客错拿挂失护照导致无法

出境的事件。

7 月来，长沙口岸发生 20 起“马大哈事件”——

首届“奶爸节”，修炼育儿秘籍

妇联星空 >>

益阳：举办“喂”爱坚持胎教音乐会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

讯员 熊为）为宣传科学母

乳 喂 养 知 识，8 月 6 日，

益阳市妇联、市卫生计生

委、市妇幼保健院联合举

办“音”为爱，“喂”爱坚

持——胎教音乐会公益活

动。益阳市妇联主席杨丽

萍等出席。现场吸引 350

余名孕妈及家属参加。

活动现场不仅开展了母

婴健康素养知识有奖问答，

还邀请了益阳市妇幼保健

院孕产保健中心主任刘瑛

和遗传优生科主任高晓娅

进行了《母乳喂养知识》和

《孕期胎教及心理健康》授

课。专家组对准妈妈们和

哺乳期妈妈进行母乳喂养

一对一指导，对泌乳不足、

乳腺炎等常见问题作出详

细的解答。

株洲芦淞区：支部党员活动日献爱心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

讯员 毛渊）8 月 4 日，株

洲市芦淞区妇联、团委联

合支部与区非公党委联合

在芦淞区团山春蕾爱心屋

开展了一次看望慰问留守

儿童活动。

约一个月以前，非公

党委组织台州商会支部、

泉州商会支部等去白关书

画院做义工献爱心，当大

家了解到团山春蕾爱心屋

公益老师罗立新坚持公益，

为家乡的留守儿童、孤困

儿童和贫困家庭孩子免费

教画画 10 年的经历后，表

示愿意支持罗老师继续他

的公益梦想，并给予一定

的资助。不到一个月时间，

这些支部就筹集了一万元，

并将资金交到了罗立新老

师手中。

道县：为留守儿童再建一个“家”

旅客错拿“挂失”护照，错过豪华欧洲游

常德女游客一度失联，弟弟微博寻人
8 月 9 日上午，一则《易鹏寻找易莉》的地震寻亲

微博引发各方关注，中央电视台官方微博也转发了该

消息。

记者随后联系上了发布消息的常德市民易鹏。易鹏

称，姐姐易莉此前参加了前往九寨沟的旅行团，但从

昨天地震消息传出起，姐姐的手机便无人接听。担心

姐姐安危的易鹏心急如焚，一直不停拨打电话，并在“四

川九寨沟地震·热线寻人”微博上发布了消息。

易鹏告诉记者，早上 7 时多，他终于与姐姐取得

了联系，“灾区的信号不太好，电话也断断续续的”。

确认了姐姐安全后，易鹏终于放下了悬着的心。

根据易鹏提供的号码，记者也拨通了易莉的电话。

易莉表示，他们一行 18 人于 8 月 8 日抵达九寨沟，除

了 8 名同事，还有 9 个孩子。“昨天晚上 9 点多，大家

感觉到发生了地震，就纷纷跑了出来，手机什么的都

没顾得上拿。”酒店随后将旅客安置在一片较为空旷的

平地上，“在外面睡了一晚上”。易莉说，之后大家还

感受到了几次余震。天亮后，有同事去房间将大家的

手机、箱包等财物拿了出来。目前，易莉所在的 18 人

旅行团已经在回成都的汽车上。

又讯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8 月 9 日 7 时 27

分在 新疆博尔塔拉州精河县（北纬 44.27 度，东经

82.89 度）发生 6.6 级地震，震源深度 11 千米，乌鲁木齐、

克拉玛依、伊犁、塔城、博乐等多有震感。目前暂未

收到人员伤忙报告。

王志坚说，据酒店方介绍，房子是在汶川地震后

修建的，能抗 8.5 级地震，所以当晚他和游客仍在酒

店内住宿。“但我基本一晚上没睡，随时做好了撤离准

备，后来夜里又发生了 3 次余震。” 

扫一扫，
更多温暖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