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统计，在我国青少年中，约
有8成学生存在生殖健康问题，
55%的家长对孩子的生殖健康发
育知识不了解。96111健康热线
提醒，孩子青春期成长过程中，有
一系列的生殖健康发育问题都应
引起家长的关注和重视。否则，
小隐患很可能会变成大问题，危
害孩子一生。

青少年生殖健康的“小隐匿”
隐藏大问题

很多家长对生殖健康知识的
缺乏，常忽视宝宝的生殖发育，
错把孩子的隐匿性阴茎当做是
简单的包皮过长。96111健康热
线提醒，孩子在6到10岁之间青

春发育期，很容易出现隐匿性阴
茎，但家长不重视，或当做包皮
过长处理，导致男孩的生殖器官
无法正常发育。若任其长此隐
匿，不能外伸，阴茎体发育就会
受到限制，部分严重的隐匿性阴
茎和伴有染色体异常的会影响
今后的生育与家庭生活。

妈妈问：“小蚯蚓”是什么？
青少年孩子阴囊上出现了

“蚯蚓线”，家长也不知道是什
么？这其实是精索静脉曲张出现
的提示语。96111健康热线提醒，
孩子一旦有精索静脉曲张，曲张
的静脉内血液流动缓慢，造成血
液滞流，使睾丸局部温度升高，影

响精子生成。男性不育中有30%
都是精索静脉曲张引起，这同时
也是男性不育的主因，而严重的
精索静脉曲张不育者的睾丸多有
萎缩现象，若不引起重视，未来将
会严重的影响孩子的一生。

青少年生殖发育健康不容忽
视！国内男科专家入驻社群线上
微问诊

96111健康热线特邀北京协
和医院男科专家严肃教授、北大第
一医院男科中心生殖显微专家袁
亦铭教授、华西医院张思孝教授、
成都泌尿男科专家陈昭颉教授、中
医男科专家王久源教授、中华医学
会成都分会理事陈德泽教授以及

四川省人民医院、成都中医药大学
附属医院、成都博大泌尿外科男科
专家团队，共同开展关爱青少年生
殖健康成长线上微问诊，如您有任
何问题可以进群问专家。

进群方式：
1、扫描下方二维码；
2、拨打028-96111。

为改善市民尤其是缺牙市民的口
腔健康状况，96111健康热线联合社会
爱心单位共同发起“8020口腔公益援
助”。届时，来自德国的口腔医生与中
方医生，为市民解答口腔问题；有多颗
种植牙免费赠送。现将相关事项公告
如下：

援助免费项目：
1、免费拍片检查、免费口内常规检

查；
2、免手术费、免费术前洁牙、术后

终生养护；
另：享种植牙全年最低价；
援助对象：

牙齿缺失、缺损、松动，假牙不舒
适、牙齿不齐、蛀牙、牙痛等口腔问题
者。均可拨健康热线96111报名享免
费援助。

“8020援助”特惠：
本周末活动现场：1、现场抽取多颗

免费种植牙；2、种牙市民可抽800元现
金红包；3、现场观看种植牙手术真人直
播，名额有限，需提前预约；4、到场即可
领取餐具套装大礼包。

援助电话：
健康热线 028-96111。提前预

约，先约先查，每天20个免费检查名
额。

被忽略的青春生殖发育问题，男宝家长们知道吗？ 公 告
口腔援助，多颗种植牙免费送

25岁酒店掌门人：
设爱心据点供游客免费吃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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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8日晚，地震发生时，九寨沟漳
扎镇，李欣（化名）65岁的公公明明离
开了客栈，又跑了回去，佝偻着背，双手
叉腰，挡在门口，不允许游客冒危险回
房间拿行李。

第二天早上，游客着急用行李，李
欣找来2根粗木棍，在背后的房屋与自
家客栈之间搭起了一道通道，她的老公
顺着木棍，爬到房间里，帮游客们取回
了行李。

地震中，公公的一句话让李欣尤为
深刻——“以旅游为生的漳扎人，不能
忘记游客。”据李欣估算，漳扎有1千多
名当地人，“绝大多数都以经营客栈、餐
厅为生”。暑假是九寨沟最热闹的时
候，镇上一百多家客栈住得满满。

黢黑视频报平安
她掉头往客栈跑

9日下午6点，九寨沟漳扎镇梦幻
九寨停车场区域人群如潮，他们提着行
李箱，等待着载他们回家的车。一个角
落里，一辆汽车后备箱车门打开了，李
欣戴着太阳帽坐着，悠哉地玩着手机。

“不着急回家吗？”有人问道。她
答，“不急，我们当地人都是先让游客走
的嘛。”

李欣所在的车里塞满了棉被，她的
老乡在上四寨，距离漳扎镇有三四公
里。最近，她跟着老公在漳扎镇做客栈。

当晚，她正抱着侄儿在客栈大厅玩
耍，突然瓦片掉落，地动屋摇，她感到里
面“上下移动着”，立马抱着侄儿冲出客
栈，往桥边跑。

跑了50米后，她看到眼前一片漆黑，

而手机居然还有网络信号，干脆对着漆
黑的前方一阵拍摄后，发送到朋友圈。
来不及一一报平安，这段黢黑的视频成
为她平安的证明。紧接着她连忙往客栈
跑。那里，有她的家人和80多个游客。

65岁老人挡门口
不让顾客冒险回屋

回到客栈，眼前的一幕让李欣有些
吃惊——65岁的公公佝偻着背，双手叉
腰，将游客一一挡在门口，“不能回去，危
险！东西再值钱，也不如命值钱。”

“你没跑？”李欣问他。他答，“跑
了，又回来了。”

李欣帮着公公一起疏散游客。期
间，公公告诉她，“以旅游为生的漳扎
人，不能忘记游客。”当时，她有些震撼，
也来不及多想，马不停蹄将游客们疏散
到梦幻九寨停车场。

客栈老板搭木棍
帮顾客取回行李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李欣就被住
客的议论声闹醒了，原来他们着急回房
间收行李。在他们当中，有人仅披了一
张床单，想要回房间加衣服；有人想拿
回手机给家人报平安。

听罢，李欣带着他们回到客栈。不
想，二楼的房间门怎么都打不开了。于
是，李欣找来2根粗木棍，在背后的房
屋与自家客栈二层之间搭起了一条通
道，李欣的老公顺着木棍，爬到房间里
拿客人行李。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毛玉婷 摄影报道

躺在车里的石女士，脑子里像过电
影，浮现出无数个可能。石女士说，那
一晚备受煎熬。第二天一早，她早早就
起来了。由于道路被封，行车很困难，
她便一边走，一路祈求过往的车辆搭她
一程。每遇到一个人，她便会自报家
门，告诉对方，酒店有上千个人在等着
她回去，求求他们载她一程。当天上
午，石女士搭上顺风车。由于路况太
差，不时需要徒步前行，这一走，便走了
将近5个小时。

直到下午1点，当她回到熟悉的酒
店时，悬着的心才落了地。原来，在她
一路担忧的同时，她的员工已经组织上
千名游客，于当天上午安全转移到了县
城。转移客人之后，管理人员和员工主
动留下来坚守岗位。

“几千人毫发无伤，真的非常感
动。”走马上任一个月的年轻总经理被
感动了。她告诉记者，父亲把酒店交给
她，她本想今年做出点成绩，不曾想遇

到这样的天灾。
“酒店要重新装修，床单棉被基

本都送给了客人。整个酒店要停业
整改。”她粗略算了一笔账单，酒店
900多个房间，按照每个月1800万营
收计算，接下来几个月，损失将达
5000万。

“上千万啊，我真是心疼。”石女士
说，但是想到几百个员工在等你，那种
生死相依的感情是金钱买不来的。原
本野心勃勃的她，经历了这一切，受到
了极大触动，当即决定，要把酒店变成
爱心聚集点。

“人不能太自私了，天灾不是我们
想看见的，只有大家一起携手，才能共
渡难关。”石女士说，损失的事儿，就暂
时不管了。目前，她的酒店已经成为过
往路人和救灾人员的据点，免费为行人
提供吃住和矿泉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想玲
殷航 周雪洋 图由受访者提供

8月9日凌晨1点30分，从无
锡飞往九寨沟的3U8328次航班
抵达九黄机场。这趟航班只有
一个旅客。记者了解到，8月8日
九 寨 沟 地 震 发 生 后 ，大 部 分
3U8328 次航班的旅客已通过网
络得知消息。在登机时，有 114
名旅客自愿放弃了行程，只有 9
名旅客选择登机。登机完毕后，
又有8名旅客最终放弃了行程，
只剩下一名女士愿意继续行程。

当晚 11 点 05 分，航班从无
锡机场出发，飞向九寨沟。记者
了解到，这名登机的旅客姓石，
因在九寨沟有酒店生意需要照
顾，不得不连夜飞回。空乘人员
还记得，石女士刚上飞机时，因
紧张导致双手发抖。在乘务员
的细心安抚下，才稍有恢复。

一位川航乘务员告诉记者，
石女士在九寨沟景区的酒店因
地震致损失惨重，且酒店内部已
失去供电，近 2000 名客人及 600
多名员工安危未知。但石女士
对于这次川航能够在震后坚持
飞往九寨沟，以及机上乘务员贴
心照顾及安抚，非常满意和感
谢。到达九寨沟机场后，石女士
还主动给乘务员们留下了自己
的联系方式，希望以后能有机会
招待大伙儿入住她的酒店。

一个人

航班
从无锡飞九寨沟

她心系近3000人命运

航班上唯一的乘客，当事人是谁？在别的客人放弃登机的情况下，为何只
有她执意登机？8月9日晚上7点过，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辗转联系到
了3U8328次航班上飞往九黄机场的唯一乘客——九寨沟天源豪生酒店总经
理石女士。石女士今年25岁，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从父亲手中接过酒店，只
有短短一个月。

电话中，石女士告诉记者，虽然酒店损失惨重，但她已顾不得考虑这些。8
月9日下午1点过，她抵达自家的酒店后，便马不停蹄投入到救援当中。目前，
酒店已经成为过往路人和救灾人员的据点，为行人提供免费吃住和矿泉水。

牵挂上千客人
借宿在别人的私家车一夜未合眼

为何一定要飞回去？在电话中，石
女士向记者还原了整个事情始末。今
年25岁的她，是九寨沟景区附近一家
酒店的总经理。最近是旺季，再加上九
寨沟开通了到无锡的直航航班。这次，
她只身一人到无锡谈生意，就是希望抓
住旺季，给酒店带来好业绩。

身为总经理的她，每天都会准时收
到酒店的入住率报告。8月8号当天，
酒店900多个客房客满，将近2000名
客人入住。再加上600多名员工，这也
就意味着，虽然身在无锡，远方有近
3000人的生死系在她的心里。

“当天也是要回家的日子。本来航
班晚点，一开始我并没有留意。”石女士
说，直到登机前一个小时，地震的消息
传来，她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她打
了一圈电话，没办法联系上酒店的员

工。
“将近三千人呢，要是有个三长两

短怎么办？”石女士说，损失点财物倒没
有什么，真正让她担心的是员工和酒店
客人的安危。在前方情况不明朗、酒店
员工失联的情况下，她心急如焚。

当晚 11 点 05 分，起飞的时间到
了。飞往九黄机场的航班上原本有9
个人，其中8个突然放弃了登机。一心
想着酒店员工和客人的她，执意上了飞
机。“特别担心只有一个乘客的航班会
取消。没想到航空公司这么给力。”成
功回到家后，石女士都还是有点后怕。

事实上，到达九黄机场，只是她漫
漫回家路的前半段。8月9日凌晨1点
半，飞机在机场停靠后，由于前方路况
不明，她无法回到酒店，便临时在别人
的私家车里借宿了一晚。

徒步5小时回酒店
来不及计算损失在酒店设爱心点

“以旅游为生的漳扎人，绝不能忘记游客”

九寨沟旅店老板
冒余震回客栈帮旅客取行李

“一个人航班”当事人石女士（框内）参与救援帮助游客。

在梦幻九寨等着救援车的人群。

对话川航“一个人航班”当事人——

震中 九寨沟县九寨沟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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