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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莲地震发生后，记者7日
从携程方面了解到，通过携程
预订，大陆共有3000多名游客
在台湾地区，其中四川有两个
旅行团，共计41人（含 2位领
队）。四川旅行团一个有25人，
均来自温江。该团6日晚住花
莲县民宿，房屋未倒塌，全团均
平安无伤亡，按照原计划7日晚
宿台北，8日坐飞机返回。另一
个旅行团有16人，旅客大部分
来自威远，该团6日晚住台北，7
日正常行程飞机回成都，行程
不受影响。

此外，重庆方面，通过携程
预订的在台游客总计36人（含
2个领队），有两个团队。其中，
一个旅行团6日晚住台东，客人
目前均平安。另一团6日才出
发，住台北，客人均平安。

“我们的旅行团会在8日下
午抵达花莲，目前看到新闻有
建筑受损，但我们目前还没有

接到行程会受阻的通知。”一名
携程领队告诉记者，发生地震
时，该旅行团在台湾高雄，震感
轻微，有的游客甚至不知道有
地震发生。

携程相关负责人则表示，
将以游客的安全为第一位，适
当调整行程。“团队游后续涉
及花莲的行程大多是环岛游，
花莲仅为行程的一小站（停留
时间往往在1天以内）。携程
将取消在花莲的停留、游览，
改为在其他目的地增加游览
项目替代。”

目前，针对未出行旅客提
出的往返相关城市的改签、退
票等需求，携程表示将按航司
的规定进行操作。酒店方面，
通过携程平台预订2月7日-2
月 28日期间花莲县酒店的旅
客，均可免费取消。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秋凤艾晓禹

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7日应询表示，
2月6日深夜，台湾花莲县发生强烈地震，
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大陆有
关方面高度关切。国台办、海协会紧急启

动涉台突发事件应急机制，了解灾情和救
灾情况。2月7日上午，国台办主任张志
军与花莲县长傅崐萁紧急通电话，海协会
会长陈德铭致电花莲县有关方面，向在地

震中遇难的台湾同胞表达沉痛哀悼，向
受伤受灾的台湾同胞表示诚挚慰问，并
表示愿意提供包括派遣救援队在内的救
灾协助。

安峰山说，地震发生后，大陆有关方
面通过各种渠道紧急了解大陆游客、在台
就读大陆学生及在灾区生活的大陆配偶
情况。 据新华社

“惊心动魄的一夜。花莲再见，我们很平
安。”2月7日凌晨5点44分，蔡静钰在朋友圈
写下这段文字，而后与丈夫踏上了从花莲到台
北的列车。

蔡静钰是成都体育学院的一名教师，趁着
寒假，她与丈夫于1月29日飞往台北，计划绕
台湾环游一圈。如果不是地震，他们这天会前
往花莲七星潭和太鲁阁公园转转，8日返回台
北而后返回成都。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联系上蔡静
钰时，她刚刚与丈夫抵达台北，“我们现在已经
很安全了。”

连续两天小震
其中一次还跑到一楼

“4号我们在垦丁的时候，花莲就已经有
地震了。”蔡静钰告诉记者，2月4日她与丈夫
的环岛计划走到了垦丁，当时她就从新闻中了
解到花莲有地震，不过那场地震并不严重，他
们还是如期于2月5日抵达了花莲。

“5号到花莲，一两点钟的时候地震了一
次。”蔡静钰回忆，落地花莲后她与老公住在
中福路128号酒店的二楼，当天凌晨一点过
发生了一次地震，虽说震感不强，但还是从
二楼跑到了一楼，酒店前台服务生见他们跑
下楼来，还打趣道：“没关系，这是正常的。”
而后，蔡静钰和丈夫也开始了在花莲的旅
行。

6日晚，结束了一天的旅行后，蔡静钰和
丈夫开始为到台北后住哪的问题发愁，和丈夫
讨论时一不留神就到了深夜。商定之后，丈夫
下楼抽烟，蔡静钰则在房间玩手机，当时她还
设想过，“今天晚上会不会又地震？如果地震
的话，我们两个没有在一起怎么办？”

胡思乱想不一会儿之后，酒店里的门窗开
始剧烈地摇晃，蔡静钰意识到“地震了！”据她
回忆，地震程度比头一天夜里严重得多，“我马
上抓了件衣服，准备下楼去。”

安全通道很近
摇晃太凶就是出不去

蔡静钰冲出门时才发现，自己根本出不
去。

虽说住在酒店二楼，安全通道的楼梯也近
在咫尺，“离我很近，也就两三米的样子，但我

根本出不去。”蔡静钰告诉记者，由于房子摇晃
得太厉害了，慌乱中她只得在房间门口扶着门
框站了一会儿，等到安全通道不太摇晃的时
候，才赶紧从安全通道下了楼。

“我一下去就看见老公靠着墙站着，让我
赶快过去。”这次花莲地震的严重性，蔡静钰在
丈夫口中也有了更新的认识，“他站在楼下抽
烟，因为太晃了整个人直接摔倒在地。我们都
没想到，这次的地震这么厉害。”

街上到处是人
连夜购买到台北火车票

与丈夫汇合后，蔡静钰镇定下来，两人走
出酒店来到了大街上，“我们看到很多本地人
都出来了，站在马路边。不过花莲的建筑都很
低矮，大家在街上站着也比较安全。”

街上的人们开始讨论起了灾情，蔡静钰从
旁人的谈论中得知“有两到三栋房子塌了，统
帅大饭店受灾比较严重。”劫后余生的蔡静钰
感慨道：“确实挺幸运的，白天吃饭我们还路过
了那里（统帅饭店）。”

地震发生后，蔡静钰和丈夫决定取消原本
计划的行程，径直来到便利店购买火车票，决
定天一亮就返回台北。便利店的货架也都倾
斜了。“我们是真幸运，买到了早上第二班的火
车票，6点过出发，来得晚一点的就只有12点
过后的了，票都被抢完了。”

看到有房屋倾斜
花莲震后还是比较有序

2月7日早上5点，蔡静钰便与丈夫前往
火车站。当时，整个花莲还笼罩在地震后的阴
影中，去往火车站的路上，她远远地看到了一
间倾斜的房屋，出租车司机的对讲机中也传来
了有人遇难的消息，“不过，整个花莲还是比较
有秩序的。”

天亮后，不少本地市民便回家了，蔡静钰
也与丈夫一起坐上了
开往台北的火车，“如
果可以的话，我们要改
签回成都的机票，出来
很多天了，现在还是很
想家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秦怡

7日，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副
主任刘桂萍研究员接受新华社
记者采访时表示，台湾花莲地震
需防范后续较大余震的可能。

刘桂萍介绍，台湾于2月4
日发生6.4级地震，2月6日再次
发生6.5级地震。这两次6级以
上地震均位于台湾省花莲县附
近海域，2次地震相距8公里。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西部，
是多个构造板块交汇部位，菲律
宾板块受太平洋板块向西推挤
作用，在此俯冲到欧亚板块之
下，造成该地区地震多发。

刘桂萍表示，由于本次地
震为震群型，序列持续时间较
长，可能还会发生同等大小的
地震。 据新华社

包括1名大陆游客

已有7人遇难
260人受伤
67人失联

成都教师讲述惊魂一夜
人被摇晃倒地
人们纷纷跑上大街

国台办：大陆有关方面高度关切花莲地震灾情

25名四川游客平安
计划今日回家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采访了四川几家主要的旅行
社，从反馈的信息看，目前四川
地区出发在台湾的旅行团相对
较少，目前各大旅行社暂时未
接到有游客在台湾花莲受伤或
者行程受阻的信息。

“花莲地震后，我们第一时
间启动了应急预案，梳理在台团
队。”四川旅游百事通总经理夏
明表示，“目前反馈的消息来看，

暂时没有我们的团在花莲。”
四川省中国青年旅行社相

关负责人则表示，近期省青旅
方面有两到三个团队到台湾，
但是刚好没有在花莲的旅行
团，“地震并未造成台湾地区团
队的人员受伤或是行程受阻，
总体来说对旅游影响较小。”该
负责人还表示，目前暂未有游
客提出更改行程的情况。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李彦

携程表示：预订2月7日-28日花莲酒店的旅客可免费取消

旅行社：最近四川在台湾的团很少

寒雨余震中
争分夺秒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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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震局：防范后续较大余震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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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7日，位于花莲的统帅大饭店
发生倾斜。 新华社发

6日23时50分，台湾花莲县
附近海域发生6.5级地震，截至7
日 24 时，已有 7人在地震中遇
难，260人受伤，67人仍处于失联
中，其中1名大陆游客于当晚21
时宣告伤重不治。

据台“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消
息，花莲市统帅饭店、云门翠堤大
楼、国盛六街2号大楼、国盛六街
41号民宅等4处建筑物受损，台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共调度17
个消防机关、出动搜救人员1044
人，全力抢救受困民众。

截至目前，花莲地震已造成
7人死亡，其中包括1名大陆女游
客。

地震发生后，花莲慈济医院
共接治了6名大陆游客，除该女
士外，还有1名北京游客因左足
撕裂伤及肌肉肌腱断裂需留院治
疗，其他4人均为轻微伤。

目前，云门翠堤大楼内仍有
52名民众受困失联，大楼严重
倾斜，可能倒塌，救援人员运来
消波块及水泥预拌车灌浆，当作
钢梁的基桩，以避免建筑物因余
震造成二次损坏，并保障搜救人
员安全。

7 日的救援工作在大雨瓢
泼、余震频繁中展开。在市中心，
倒塌的统帅大饭店、云门翠堤大
楼等重灾区，围聚着来自台湾各
地的救援者、媒体以及各式重型
机械，争分夺秒抢救受困者。

云门翠堤大楼本是一座地上
12层、地下1层的住宅，强烈的震
动使它倾斜约45度，大楼正面翘
起，背面深陷，四楼变成一楼，望
去摇摇欲坠。为了保证搜救人员
的安全，7日一早，救援现场就运
来一根根5、6层楼高的钢梁，用
来顶住倾斜的大楼，防止它进一
步倾斜，而搜救人员则小心翼翼
地乘坐吊车从高层往下搜救。上
午约10时，搜救人员成功将1名
妇女从9层救出。

然而在现场指挥的花莲县长
傅崐萁却并不轻松，他指出，云翠
大楼二层是一家旅馆，如今已被
埋在地下，初步估计有10多位旅
客还困在其中，搜救任务艰巨。

在另一个重灾区花莲统帅大
饭店，则上演了悲喜一幕。统帅
大饭店地上二层坍塌，到上午还
有周志轩、梁书玮两名员工被
困。救援人员经过仪器探测和敲
击墙壁，发现他们所在位置。台
消防部门特搜队负责人表示，现
场有140余名搜救人员及充足器
械，大家轮班挖掘，希望能尽快将
他们挖出来。然而，令人难过的
是，经过15个小时搜救，下午梁
书玮获救，而周志轩被救出时已
没有呼吸，送医后宣布不治。

据介绍，从4日花莲发生6.4
级地震到7日晚，花莲发生超过
百次有感地震，傅崐萁称之为“花
莲50年所未见”。

据新华社

这个春节，风里雨里手机里，封面新闻陪着你。春节长假7天，封面新闻时时刻刻在你
身边，百名记者远赴全国各地，用视频、图片，给你最有年味儿的春节。尝遍各地美食，感受
各地习俗，体验AI高科技，这才是新年新的打开方式。

春节怎么过？封面新闻告诉你新的打开方式
拜年上封面 新年旺旺旺

台湾花莲6.5级地震
四川游客平安

2月7日，救援人员用钢架支撑倾倒的花莲云门翠堤大楼。
在地震中倾倒的花莲云门翠堤大楼。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