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川民冷靜應災 遊客困中獲助
救援官兵集結迅速 義工組織有序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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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香港文匯報記者李兵及中新社

報道，經歷過四川汶川地震、蘆山地震以及今年六月

茂縣塌山泥等重大自然災害的四川人，雖然在災難面

前有恐懼、悲痛，但更有冷靜以對與互相扶持。自8

日21時19分九寨溝7.0級地震發生以來，川民或奔

赴災區，或街頭捐血，或提供免費住宿，或自發集結

疏散遊客，盡自己所能為生命接力，為救災助力。另

據新華社報道，九寨溝「8·8」地震抗震救災指揮部

昨日發佈指，截至昨日13時，九寨溝地震已致20人

死亡，431人受傷，傷員全部得到救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兵
成都報道）作為世界自然遺
產，四川九寨溝景區日前進
入旅遊黃金季，8日接待遊客
38,799 人次，7 日 34,990 人
次、6 日 38,735 人次、5 日
37,286人次，特別是4日直逼
近4.1萬人次的最大承載量。
然而，九寨溝景區官網上的
「每日進溝人數」更新卻定
格在了7日這天，8日的數據
還未來得及上傳，九寨溝當
晚便發生了7.0級地震，導致
當地旅遊業遭受重創。

料短期難恢復開放
「地震發生時，酒店住了
40名遊客，如今都已安全撤
離，無一傷亡。」九寨溝牙
扎村九美風情酒店老闆楊寶
秀女士稱，入住該酒店的40
名遊客已搭乘旅行社大巴車
離開，目前整個牙扎村已沒
有遊客。「今年這個旅遊旺
季算是泡湯了，預計收入將
比往年減少60%至80％。」
楊寶秀說，每年七八月份是
九寨溝旅遊旺季，如今接到
整個景區停業的通知，預計
短期內也不會恢復開放。

昔日瀑布變成急流
諾日朗瀑布位於九寨溝景

區，海拔2,365米，瀑寬270
米，高24.5米，是中國大型
鈣化瀑布之一，也是中國最
寬的瀑布。藏語中諾日朗是

偉岸高大的意思，因此諾日
朗瀑布意指雄偉壯觀的瀑
布。在央視86版電視劇《西
遊記》中有不少場景是在四
川拍攝的，比如片尾曲《敢
問路在何方》中師徒四人從
瀑布上走過的場景，就是在
九寨溝的諾日朗瀑布拍攝
的。然而地震發生後，諾日
朗瀑布發生塌山泥，涓涓細
流變成一股急流，儼然失去
了昔日的雄偉壯闊之感。
「九寨溝流

域出露的地層
是可溶性的石
灰岩地層，發
育有地表和地
下的各類型喀
斯特地貌。」
地質專家唐曉
春表示，地震
對山體和溝谷
的 破 壞 、 改
造，加上塌山

泥大量進入溝底，勢必對九寨
溝旅遊造成比較嚴重的影響。

每日損失逾六百萬
據九寨溝景區官網公佈，每
年4月1日至11月15日為景區
旅遊旺季，旺季門票220元
（人民幣，下同）/人，加上觀
光車票為310元/人。地震發生
後，以平均日進遊客3萬人計
算，九寨溝每日損失達660萬
元，一個月損失則近2億元。

「當時現場餘
震不斷，許多山路

都被滾落的大石頭砸斷，飛石隨處可
見。就在這時我們旁邊的窗子也被碎
石砸中了，我男朋友把外衣打開，把
我緊緊地裹在衣服裡。」驚魂未定的
曾雅靜雖然在描述地震危急時刻，表
情中卻帶着一絲甜蜜。
夜幕將至，九寨旅遊團隊乘坐的返

回成都動物園集散地的第16輛大巴
被落石砸中，整塊玻璃碎成一地，當
時坐在窗邊的是一對來自浙江的小情
侶，女孩名叫曾雅靜，是位老師，她
和男朋友趁暑假來九寨溝遊玩，未料
剛到九寨溝的第一天就發生了地震。
曾雅靜激動地表示，地震發生後，他
們坐巴士往酒店趕，突然間有塊飛石
砸進了後車窗，她突然被男朋友抱
住，睜開眼睛才發現腳下是碎了一地
的玻璃，腳邊還有塊相當於四個拳頭
大的石頭。
曾雅靜介紹，當時車上一共 29

人，後車窗被碎石砸破後，導遊和司
機讓大家到巴士的另一側躲避，並用
棉被塞住破損的玻璃，避免碎玻璃傷
及他人。前晚20點30分，全車人都
安全回到成都。

「我當時什麼都沒想，就想着石頭
不要砸到她，幸好衣服很厚，玻璃沒
有傷到我們。」曾雅靜的男朋友坦
言。當被問及接下來在成都怎麼安排
時，曾雅靜甜蜜地答道：「定了明天
（11日）回家的機票，回去我就嫁
給他」。 ■四川在線

香港文匯報訊 據《南方
都市報》報道，九寨溝知名
景區火花海決堤照成為熱點
話題。曾在九寨溝有10餘年
泥石流防治工程研究經驗的
廣東財經大學地理與旅遊學
院唐曉春教授認為，地震對
於九寨溝景觀來說是十分正
常的自然地理演化過程，無

需人為修復被毀壞的火花海
堤壩。
唐曉春表示，九寨溝景區

內的海子本身就是地質歷史
上地震、崩塌、滑坡、泥石
流等災害地貌堵斷溝谷，加
上後期的溝谷流水對出露的
可溶性岩層溶蝕並再出現鈣
華沉積，綜合作用的結果。

唐曉春介紹，新的地震把
火花海的堤壩破壞了，海子
的水流光，這純屬十分正常
的自然地理演化過程。如果
人為堵上決口，反而得不償
失。「以自然美為特色的九
寨溝，應該坦然接受大自然
所賜予的結果，今後也許會
成為新景點。」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前日10點02分，九寨溝7.0級地
震發生12個小時後，伴隨着一聲響亮的啼哭，一個6斤6両的女嬰
來到了世界。這是九寨溝地震後，在當地出生的第一個孩子。第二
次當父親的左國平說，「孩子在這樣的時刻出生，我覺得有特別的
意義，大災面前，母子平安。孩子的小名，就叫『平安』。」
平安的母親李紅霞今年43歲，是九寨溝縣人民醫院的眼科醫生，

她的丈夫左國平同樣是一位醫生——九寨溝縣中藏醫院院長、骨科
專家。
地震發生時，夫妻倆都在家裡，左國平第一時間安排父母把妻
子送到縣人民醫院後，然後立即趕往中藏醫院。也許是受到了地
震的驚嚇，還未到預產期的李紅霞住進醫院後不太舒服，前日凌
晨做了胎檢後，醫生建議她接受剖腹產手術。
說起孩子出生時沒能陪在妻子身邊，左國平無奈地笑着說道，
作為父親，孩子出生時應該在身邊，但醫生的職責是大災面前以
工作為主。知道孩子出生後我趕緊去醫院了，看了她們幾眼，因
為還有兩台手術等着我，就匆匆離開了。」左國平說，等忙完
了、有空了，他一定多陪陪妻子。

首位「地震寶寶」取名「平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尹
妮） 九寨溝發生7.0級地
震後餘震不斷，永安旅遊
發言人表示，全團19人已
在安全情況下撤離九寨
溝，因為地震後餘震不
斷，旅行團要花至少7小
時才可從陸路前往成都，
故決定先前往紅原安頓，
再從紅原乘坐飛機到成
都，有關費用由永安承
擔；在用膳及稍作休息
後，將按旅客意願繼續原
定行程，於區內遊覽。此
外，永安會取消即日起至
本月底的23個九寨溝旅行
團，涉及約400名旅客，
受影響旅客可選擇轉到其
他旅行團，或保留團費訂
購半年內出現的旅行團，
亦可付手續費取消行程。
新華旅遊總經理蘇子揚昨

日表示，滯留在九寨溝的一
個香港旅行團屬6日5夜的
私人包團性質，前日上午乘
坐旅遊巴士到成都並繼續原
定行程，一行21人全部平
安，打算於今日回港。

香港中旅社副總經理吳熹安表示，
地震時有兩團共30人在當地，其中
一團已返港，另一團已返回成都。公
司由昨日至本月底原定有逾10個旅
行團，約200人從香港出發至九寨
溝，但因應現時狀況，決定取消即日
至本月20日出發九寨溝的旅行團，
涉及6團共80人。他表示，餘下的旅
行團安排要視乎當地情況而再決定是
否再出發。

港工聯會致函慰問川新災區
旅遊業議會主席黃進達指出，8月

底前共有24個旅行團受到影響，而9
月至10月一般來說有逾100團到九寨
溝，業界會留意景區修復進度，再決
定會否重辦九寨溝旅行團。
此外，香港工聯會表示，昨日已向

四川省人民政府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人民政府發出慰問函，向死傷者及家
屬致以深切慰問，並對救援人員致以
崇高敬意。 工聯會發言人表示，工
聯會向所有參加搶救和處理善後工作
的機關、部隊、相關單位致以崇高敬
意，並期望災區同胞能堅強振作、上
下一心，盡快渡過難關。

暖心男友撲身擋飛石
女子：回去就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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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火花海決堤 專家：無需人為修復

8月8日21時19分，四川九寨溝發生7.0級地震，這是四川省繼汶川特大地震、雅安蘆山地震後又發生的一次強烈地震。截
至昨日中午12時，九寨溝已發生餘震1,775次，其中4級到4.9級
餘震2次，3級到3.9級餘震22次。
地震發生後的5分鐘內，除了消防官兵、武警官兵在第一時間

收到立即歸隊的消息外，義工群體也已做好備勤準備。「請大家
堅持等待進一步消息。」義工團隊代表周曉翔8日21時44分時
在微信群對近百個義工組織發出了這條訊息，十餘個義工隊伍代
表在數分鐘內回覆：「集結待發，持續關注」。

義工互提示勿盲目施救
災害來臨時，義工力量曾飽受爭議。「以前是出現過一些不專
業的義工盲目到災區，反而給一線救援造成麻煩。」西充縣陽光
義工協會會長范映海表示，應正確認識義工團隊的價值，「消防
官兵太辛苦了，專業團隊能在一線救援幫上忙，其餘適當的人力
也可以做一些後期服務。」
此次地震發生時，義工群內互相提示最多的並非馬上奔赴前
線，而是「堅持等待」、「不拋棄，不放棄，不添亂」、「強行
禁止不專業隊伍單獨出行」。最終，這些團隊決定參照「6．24」
茂縣塌山泥的救援機制，請示共青團四川省委員會牽頭聯合中國
慈善聯合會救災委員會、成都市慈善總會先由籌建協調機構，成
立協調中心，組織有專業救援技能、專業救災方向的支援力量先
填寫信息登記表，再根據九寨溝縣政府統一安排前往災區。
據不完全統計，截至8月10日10時30分，已有40餘個義工團
隊到達災區現場，除專業救援人員外，還有搜救犬、雷達生命探
測儀、救援車、醫療車等專業救援力量及物資。
昨日凌晨4時許，從九寨溝撤離出來的首批20輛大巴抵達成都茶
店子客運站。一位來自北京的女性遊客激動地說，她們一行剛到九
寨溝便發生了地震，雖然未能欣賞到九寨溝的美景，但沿途官兵和
群眾的保障讓他們感到踏實，他們仁愛施救的義舉令她感動。

的士排隊免費接送遊客
在茶店子客運站擺放了許多礦泉水、食物和藥品，還有一些義
工在等待遊客的到來。「地震發生後，便沒有再接到新的出團任
務，反正閒着也是閒着，便申請當了一名義工，希望能為遊客提
供一些幫助。」成都某旅行社李姓年輕導遊說。
在地震災區，九黃機場附近的的士司機自發組織起來，為滯留旅
客和救援人員提供飲用水和食品，並提供免費接送服務。數十輛銀
色的士在九黃機場外一字排開，在陽光下十分耀眼。「需要即食
麵、礦泉水的直接拿；要從九黃機場去災區救災的，從川主寺這些
景點回機場的，免費送。」自發組織者之一代萬友對滯留旅客說。

多地酒店提供免費餐宿
地震發生35小時後，震區滯留遊客基本已疏散完畢，轉移人
員超過7.1萬人。為讓撤離遊客能夠及時找到休息場所，九寨
溝、理縣、成都、綿陽等地多家酒店均開闢了綠色通道，為撤離
遊客提供免費住宿。
「『5．12』汶川地震時很多人來幫助我們，九寨溝地震了，我們
也應該幫助大家。」理縣古爾溝醉佳溫泉大酒店負責人徐勛武說。
此外，成都有47家酒店通過救助站為撤離遊客提供免費住宿。

中央撥款1.8億支持川疆救災
另訊，據新華社電，針對四川省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日前發

生地震山洪災害，中央財政已撥款1.8億元（人民幣，下同）用
於兩地抗震救災。其中，新疆維吾爾自治區5,000萬元，新疆生
產建設兵團3,000萬元，由自治區和兵團統籌用於賑災。而在9
日，財政部、民政部向四川省安排中央財政自然災害生活補助資
金1億元，用於安置、救助等。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四
川九寨溝8日晚發生地震，陝西西安
震感強烈，賽格商場不少食客因逃生
未付餐費，造成損失約6萬元人民
幣。目前已陸續有顧客返回付款。
某餐館負責人李振表示，地震時

在店裡用餐的客人有23桌，出現震

感後，店裡工作人員第一時間組織疏
散顧客，並沒有強迫顧客買單。當晚
的損失大概有六千元人民幣左右。
「這兩天陸續有顧客前來結賬，

目前80%以上的賬單已經結清。」
李振表示，店裡計劃將返還的餐費
雙倍捐獻給災區，為救援工作貢獻

綿薄之力。
一家快餐店經理李小磊表示，地

震當晚，店裡的吊燈來回擺動，有
兩桌顧客雖然已買單，但菜還沒上
就匆匆下樓避險。「第二天顧客上
門說明情況後，我們也按照原來的
菜單給他們重做了一份。」

陝食客震後陸續回店為誠信「買單」

■■國家救援隊昨日進國家救援隊昨日進
入四川九寨溝景區展入四川九寨溝景區展
開搜救開搜救。。 中新社中新社

■■九寨溝景區內防疫九寨溝景區內防疫
工作昨日正緊張進工作昨日正緊張進
行行。。圖為當地疾控中圖為當地疾控中
心人員對災民安置點心人員對災民安置點
進行消毒進行消毒。。 中新社中新社

■昔日的諾日朗瀑布雄偉壯觀。 資料圖片

■■九寨溝遊客昨日在義九寨溝遊客昨日在義
工的安排下有序排隊上工的安排下有序排隊上
車車，，等待撤離等待撤離。。 中新社中新社

■■受地震影響受地震影響，，諾日朗諾日朗
瀑布發生垮塌瀑布發生垮塌，，涓涓細涓涓細
流變急流流變急流。。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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