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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名单看过来，瞧瞧是否有
你的名字：
9月“幸福榜单”幸运消费者

（恭喜以下消费者获得价值
1980元的1.65L专属版大红花郎酒
1瓶）

姓名

石 勇 刘德均 万登明 罗吉梅
朱明星 陈仪璋 杨川川 李均修
南 萍 史立川 刘 珊

红花郎·幸福2017为爱启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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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9日，泰国普吉攀
瓦海滩，百对新人的欢

笑声，打破了平静的海面。温
馨的爱情乐曲中，对对新人将
写上心愿的便笺放入飘着花香
的水灯，然后点亮，一百只水灯
在海面上散开，点点烛光，摇曳
明灭，连成一片璀璨，带着新人
们的心愿，漂向远方。

这一百个心愿来自“红花
郎·幸福2017”活动包机游普吉
的百对新人。

这场六天幸福之旅勾勒出
一幅幅幸福的画风。在珊瑚
海，红花郎包下的游船上，瞿先
生向自己的前妻求婚成功；在
神仙半岛，百对新人拼图“绘”
出“幸福2017”的字样……

百对新人水灯寄祝福
“红花郎·幸福2017”包机游泰国圆满落幕

秋冬季节，天气干燥，是火灾事故
易发期。尤其是宿舍居住人员多，如
何确保消防安全？省安全监管局（四
川煤监局）给大家提供了一些消防知
识和疏散逃生技能以供学习。

床头灯点亮时易产生高温。很多
人在床头摆放毛绒玩具、纸巾等物品，
这些物品一旦紧贴床头灯，很可能被
高温引燃。喜欢挑灯夜读的人也要注
意了，不要用纸巾或毛巾遮挡床头灯，
否则经过一定时间的蓄热，很可能引
发火灾。

电子产品充电设备使用也越来越
频繁，一些人在给电子设备充电后就
离开宿舍，甚至周末外出时也不切断

电源。充电器长时间蓄热，很容易引
发火灾。因此，离开宿舍时，应随手切
断充电器电源。

秋冬季节，不少人会使用一些加
热用品，如电热水袋、电热杯、热得快
等，更有甚者在宿舍里使用大功率电
取暖器，极易造成电线超负荷运行，出
现过热的情况，从而引发火灾。对此，
一定不要有侥幸心理，不要在宿舍里
使用大功率电器。

一些宿舍里乱拉电线，或一个插
座接出好几个插线板，长此以往，很容
易造成电线漏电、短路起火。为了确
保安全，不要随意改动宿舍里的电源
线路，不要私拉电线，不要使用劣质、
不符合质量规范的插线板，不要将电
线缠绕在桌腿上，不要将插线板放置
在床铺上。

黄兰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席秦岭 刘秋凤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张峥）从10
月10日起至31日，我省将按教育部的
统一部署，开网接收符合报考条件的
考生报名。鉴于今年考研继续升温，
省教育考试院10日发出《关于2018年
研招考试考位扩增与投放的公告》为
考生吃下定心丸：在正式报名期间，我
省将继续协调相关考点，确保每一名
考生都有考位参加考试。

省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各位考
生：为使报名工作顺利进行，请考生根
据系统提示选择报考点，并完成网上
缴费，未缴费的报名信息为无效信
息。若考生报考专业有特殊要求的，
直接与报考单位衔接。在四川省内所
设报考点报名的考生，须交硕士研究
生报名考试费180元/人。

按照教育部统一安排，2018年全
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时间为：
2017年12月23日至12月24日（每天上
午8：30-11：30，下午14：00-17：00）。
超过3小时的考试科目在12月25日进
行（起始时间8：30，截止时间由招生单
位确定，不超过14：30）。正式报名时
间为2017年10月10日至10月31日，
每天9：00-22：00。省教育考试院提
醒各位考生合理安排报名时间，避开
报名初期、末期高峰，避免网络拥堵。
逾期不再补报，也不得再修改报名信
息。

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包括网
上报名和现场确认两个阶段。所

有参加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考
生均须进行网上报名，并到报考点
现场确认网报信息和采集本人图
像等相关电子信息，同时按规定缴
纳报考费。

网上报名时间为2017年10月10
日至10月31日，每天9：00-22：00。
请考生在规定时间内登录“中国研究
生招生信息网”（公网网址：http：//yz.
chsi.com.cn，教育网址：http：//yz.chsi.
cn，以下简称“研招网”）浏览报考须
知，按教育部、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
构、报考点以及报考招生单位的网上
公告要求报名。

报名期间，考生可自行修改网上
报名信息或重新填报报名信息，但为
避免多占考位，影响其他考生报考，一
位考生只能保留一条有效报名信息。

重 要 提 醒

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因每个
报考点的标准化考场数量有限，当缴
费人数达到报考点容纳上限时，系统
将自动关闭该报考点，并禁止未缴费
考生继续缴费，考生只能先取消当
前报名信息后，再在系统提供的可
选报考点中重新选择报考点进行报
名、缴费。但是，缴费人数达到上限
被关闭的报考点，也有可能因考生
取消已缴费报名信息空出考位而再
次自动开放。

毛绒玩具紧贴床头灯当心被火灾盯上

10月10日考研正式报名
将确保每一名考生都有考位

“走入”电影
如置身瑶池仙境

8日，百对新人抵达了攀牙湾，
泛舟海上。波光粼粼中，一对新人
激情拥吻，大大方方地晒着自己的
甜蜜。

目击了星罗棋布的石灰岩奇
峰怪石，新人们互相猜起奇峰的

“原型”。“像倒置栽种的芜菁”“像
驼峰”“像老人”……

李女士说，他和丈夫的蜜月之
旅在桂林，此次来到攀牙湾，感到
两地有诸多相似之处，“像是重温
蜜月之旅。”

一行人还“走”进了电影画
面。在攀牙湾007岛，他们领略了
1974年拍摄的007系列电影之《金
枪人》里的画面。通天的礁岩、维
京人壁画及可从中穿梭的钟乳石
洞，每遇一景，都是合影留念的好
时机。在海风徐徐且壮观的钟乳
石岸上，李女士说，自己仿如置身
瑶池仙境之中，获得了一种云游的
帅气感。

水灯入海
别样的爱情体验

海风吹，夜色醉，水灯照亮情
人眼；海浪推，夜未央，盏盏水灯寄
心愿。

在泰国，水灯，是一个充分体现
泰国青年男女旖旎恋情的象征。10
月9日，普吉攀瓦海滩，夜幕低垂，百
对新人捧起了一百对水灯……

这一百对水灯完全是原汁原
味，泡沫托底上，一片带着清香的
芭蕉叶托起12朵鲜花，自带小清新
格调。

点亮灯中蜡烛，对对新人互相
对视，在便笺纸上写下心愿。烛光
辉映着他们成双的幸福靓影，阵阵
花香和轻快抑扬的爱情歌声中，一
百对新人步入大海，小心翼翼地放
下水灯，望着它们随着海浪，漂向
远方……

当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全程直播了百对新人放水灯的盛
况，不仅让海潮见证新人的心愿，
还将留言网友的心愿写进了便笺。

同桌的你
许愿相伴到白头

26岁的小林和小薛在水灯旁
许愿相伴到老。这是两人第一次
到普吉游玩，“在海边，自然就有浪
漫的味道。”小林说。

他们的故事从初中开始，那
年，小林是学霸班长，小薛常常向
他请教数学题。渐渐地，小林喜欢
上了眼前这个可爱勤奋的女孩。
初二时，他在QQ上给小薛推荐了
一首花儿乐队的歌，并含蓄地留言
说，“如果我们在一起，应该会很快
乐！”

看到这样的留言，小薛心里泛
起涟漪，但胆怯的她不敢擅自答
应，便告诉了母亲，不曾想母亲坚
决反对，小薛难过了一夜，第二天
婉拒了小林。

但之后两人仍时常保持着
联系，2013年冬天，大学毕业
后，两人自然地在一起了。今
年5月20日，两人领证，成为夫
妻。

山海环绕
拼图现“幸福2017”

“红花郎·幸福2017”大型活
动是由郎酒股份红花郎联手华西
都市报-封面新闻联合打造。活
动自5月20日启幕以来，为爱启
航，精彩不断。10月5日晚上，活
动带着百对新人登上红花郎包机，
从中国成都出发，抵达普吉岛，开
启一场专注于浪漫的爱情之旅。

有人说，普吉，不过是一个又
一个连着的海滩。6天里，百对新
人赏尽珊瑚岛、神仙半岛、攀瓦岛、
攀牙湾的美色。置身于山丘的青
翠黛绿，大海的壮阔深邃，奇石的
千姿百态中，小周说，他和爱人“遇
见了爱情最初的样子”。这对新人
在今年6月份结婚，这次旅行也顺理
成章地成为他们珍贵的蜜月之行。

9日，在神仙半岛，百位女士
站在观景台，握着各自爱人献上的
白玫瑰，聚集在一起，举起牌子，拼
出“幸福2017”的字样。身后，山
海环绕，天蓝云淡，幸福的滋味充
溢着碧海云天……

秒变“红花郎”
百名男子泼水示爱

泰民族是水的民族。面朝大
海，泰民族认为，沾水湿衣是件惬
意的事。百对新人向着自己的恋
人，以爱之名，让自己的恋人徜徉
在这样的惬意中。

10月8日，他们抵达佛吉风情
园。这里有静静的人工湖，水光潋
滟，有环绕的小河，亭台楼榭，有郁
郁葱葱的树木，鸟语花香。

如画景色中，百名男子穿上红
色花衣裳，秒变“红花郎”，各自找
到了自己的 freestyle（即 兴 发
挥），对着恋人泼水示爱，完成了期
待已久的“湿身计划”。瞬间，欢声
笑语占据了整个园子。彼时彼刻，
泼出的水，像是一声声告白，泼得
越多，表示爱得越深。他们祝愿，
洁白的水可以为爱人洗去烦恼，褪
去不如意。

10月幸福榜单
快来瞧瞧是否有你

6月起，“红花郎·幸福2017”
活动主办方在华西都市报上开办
起“幸福喜报”，为使用红花郎做宴
席用酒的幸福人儿送祝福。每周
三，上一周使用红花郎系列酒作为
宴席用酒，且愿意铭记这一幸福时
刻的幸福人儿的名字，就会出现在
喜报上。

10月10日，在公证处的全程
见证下，组委会抽取了9月份在华
西都市报刊登的“幸福榜单”（第14
至17期）幸运消费者，他们将获得
价值1980元的1.65L专属版大红花
郎酒1瓶。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毛玉婷

摄影 吴枫刘微

历经六天五夜
被困驴友终被救出

10日下午5时40分许，记者从
阿坝卧龙公安分局获悉，经救援
队六天五夜的救援，涉嫌违规穿
越卧龙无人区被困的3名驴友被
营救出山。

卧龙公安分局通报称，在卧
龙特区、卧龙管理局的统一指挥
下，由卧龙公安、卧龙资源管理
局、保护站、卧龙镇人民政府、卧
龙镇卫生院组成的两支30人的救
援队伍，经过六天五夜的顶风冒
雨、爬山涉水、攀悬岩、过独木桥、
踏流石滩，于10日16时30分许，安
全将被困卧龙爬子桥的3名驴友
营救出山。

现3名驴友已由卧龙特区、卧
龙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安排至卧龙
镇卫生院作进一步的身体检查。

经历千难万险
救援队挖野菜充饥

5日下午，汶川县卧龙特区公
安分局接到报警求助，3名驴友在
准备穿越卧龙时被困卧龙核心无
人区，一名女子出现身体不适，通
过卫星电话报警原地待援。随
后，包括民警、民兵、医务人员在
内的16名救援队进山搜救。因为
被困处位于海拔约4000米的原始
森林中，救援队只能徒步进山。7

日，救援队找到被困驴友。
因其中一名被困驴友高反严

重，无法原地翻山折返，救援队只
能带着被困人员从更为艰险的银
厂沟方向撤离。此时，救援队所
带干粮已所剩无几。8日，为确保
被困人员和救援队伍安全，又一
支14人组成的接应队伍成立，从
银厂沟一侧进山接应救援，在此
次事件中，总共30人直接参与此
次救援工作，包括民警、医护人员、
民兵、保护站工作人员、村民等。

10日，记者联系上参与救援
的卧龙派出所教导员江红勇，“进
去的时候，我们准备了3天干粮，
每天节省着早晚各两顿。”江红勇
说，每天都要经历顶风冒雨、爬山
涉水等艰险，最难受的是怕没吃
的，中途一度挖野菜、野菌充饥。
目前，3名驴友已由卧龙特区、卧
龙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安排至卧龙
镇卫生院作进一步的身体检查。

涉嫌违规穿越
保护区启动调查程序

目前，卧龙特区、保护区管理
局正对3名驴友涉嫌违规穿越卧
龙无人区事件展开调查。

针对此事件，汶川县卧龙特区
公安分局副局长刘麒麟说，暂未查
到被困驴友的登记备案，如果不备

案就进入无人区属于违规穿越。
据了解，卧龙自然保护区位

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
川县西南部，邛崃山脉东南坡，是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是四川省
面积最大、自然条件最复杂的自
然保护区。

刘麒麟说，长期以来，其核心

区域就禁止人员活动。但近年
来，有些人不顾劝阻，冒险进入卧
龙自然保护区的核心无人区，这
样的违规穿越已致多起意外事件
发生。“这种违规穿越不仅是将自
身置于险境，也屡次给当地救援
人员带来麻烦，根据相关法规，违
规穿越者，将接受相关处罚。”

违规驴友悔恨
希望大家引以为戒

10月10日，经过医院简单处
理，涉事驴友潘女士身体已无大
碍。她对此事感到非常后悔，并
非常感谢救援队的辛勤付出，感
谢一直关心自己的网友，“我很后
悔，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我非常悔
恨抱歉，希望大家引以为戒。”

潘女士说，她是在网上看到
徒步穿越路线后，联系了驴友同
行。“我不是资深驴友，没想到途
中出现了高原反应，身体完全吃
不消了。”

9月30日开始，她和同伴前往
卧龙开始徒步穿越。10月4日，在
卧龙无人区爬子桥附近，出现严
重高原反应，同行者商量决定，其
中两人留下来照顾她，另外两人
继续前行寻找救援，之后直到救
援队找到她们。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吴柳锋

3名涉嫌违规穿越驴友被营救出山
卧龙保护区启动调查程序

10月10日下午4点半，3名
驴友涉嫌违规穿越卧龙

无人区被困数日后，终于被30人的
救援队营救出山。

从5日接到卫星报警求助后，
救援队经过六天五夜的翻山越岭，
途中为节省粮食，甚至一度通过挖
野菜、挖野菌的方式充饥。目前，
卧龙特区、保护区管理局已对3名
驴友的行为启动调查程序，如查实
违规穿越，将处以行政处罚。

▶“3驴友穿越卧龙无人
区被困”追踪

驴友获救。

新人们在神仙半岛合影。

百盏水灯寄祝福。

救援队营救被困驴友出山途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