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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年春运里，一个个装着特产、礼物的行囊，包裹了回家的期盼，也包裹了亲人的牵挂。从火车这头
到火车那头，从天南地北奔向家的方向。这个春节，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将与您一同见证更多妈妈行囊里的
回家故事。

百 名 记 者 陪 你 七 天 乐百 名 记 者 陪 你 七 天 乐

春节临近，烟花爆竹产品又到了消
费旺季，但是烟花爆竹是以燃烧、爆炸产
生欣赏效果的，如果产品存在某种缺陷
很可能引起安全事故。本期安全警示栏
目，省安全监管局（四川煤监局）提醒广
大市民，学会这四招，正确选购烟花爆
竹，过个安全放心快乐年。

1、选择供应商：应到有销售许可证
的专营公司（店）去购买。因为政府对烟

花爆竹产品销售严格管理，采取
有证销售，到有销售许可证的专
营公司（店）去购买，对广大市民
来讲相对有保障，产品质量相对
可靠，且有源可寻。

2、选择产品的类别：烟花爆

竹产品种类繁多，应根据年龄、场地、掌
握烟花爆竹知识程度、燃放程序，合理
选购烟花爆竹产品。一般只能选购药量
相对较少的玩具烟花（药量小于200g），
对于礼花弹及大型组合烟花是需要有一
定专业知识的人燃放，或有证燃放。

3、选购产品外观及标志：应选购外观
整洁、无霉变、完整未变型，无漏药、浮药的
产品。产品标志应完整、清晰，即有正规
的厂名、厂址，警示语，中文燃放说明等。

4、选购的烟花爆竹产品引火线（除
摩擦类和部分线香类外）：应选购无霉
变、无损坏、无藕节的安全引。结鞭爆
竹产品为纸引，但要注意有一定的带
引，以防伤及手和眼睛等。安全引线是
一种能控制燃烧速度且燃烧速度稍慢
的外部裹有一层防水清漆，颜色一般为
绿色的引火线。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席秦
岭 罗田怡

买烟花爆竹学会四招 过个安全放心快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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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运，是中国人一年一度的大迁
徙，回家路上，总会有各种突发情况，以
及感人的瞬间。

12日晚上9点，满载旅客的K283
列车，经过12个小时行驶后，正行驶在
陕西安康境内，列车前方到站是安康
站，车厢内一片宁静，旅客们大都在闭
目养神或者玩手机、看杂志。

在列车16号卧铺车厢中，一阵急促
的呼救声打破了车厢的宁静。一位年
轻妈妈焦急地向乘务员求助，“孩子突
然发高烧，手脚又在抽搐。”

这是一对带着婴儿回川的夫妇，孩
子突发的病情让他们手足无措。听到
对讲机呼救后，K283列车列车长刘春
梅赶快来到16号车厢中。据刘春梅描
述，这是2号下铺一家四口，本来在绵阳
下车，是一对父母带着两个孩子，发病
的男婴只有几个月大，还在妈妈怀中。

“当时孩子情况危急，小脸苍白，已
经处于半昏迷状态。”刘春梅说，更让人
揪心的是，孩子手脚一直在抽搐，脸蛋
非常烫，应该是发高烧了。孩子出现了
异常情况，整个车厢内的四川老乡们都
很着急，纷纷过来询问，并帮忙去其他
车厢去找医生前来帮助。刘春梅立即
安排列车广播，寻找医生的同时，她开
始对孩子进行紧急救治，因为孩子穿的
衣服有点多，她先把孩子衣服解开，枕
在乘务员拿来的枕头上面，让孩子保持
一个便于呼吸的姿势，以免呼吸不畅。

同时，她根据自己的经验，用刮痧
等方式救治男婴，慢慢地，孩子苍白的
面色有了好转，“哇”孩子哭出了一声，

“哭出来就好，最怕孩子没知觉。”
“昨天晚上孩子发高烧，39.5℃，今

天上车前已经降了一些，我觉得没问题，
就带着孩子上车了。”在抢救过程中，年
轻妈妈语无伦次地说，孩子之前发过高
烧，但从来没有过手脚抽搐的情况。

列车广播数遍，可惜未能寻到医
生。考虑到男婴年幼抵抗力差，刘春梅
向上级汇报后，决定马上联系西安局集
团公司，列车马上提速，以最快的速度
抵达下一个站点，将孩子送下车送医抢
救。在漆黑的夜晚中，火车提速，呼啸
向前。晚上9点32分，列车提前12分
钟到达安康站。在两地铁路部门的互
动下，当地医院的救护车已安排等候。
在列车长和旅客的帮助下，这家人带着
生病的男婴坐上救护车，前往医院对孩
子进行进一步治疗。

在送孩子下车后，晚 9 点 54 分，
K283列车驶离安康车站，孩子的情况，
牵动着工作人员和众多旅客的心，“希望
宝宝能够早日康复，一家人圆满回家过
年。”13日早上8点，当记者联系到刘春
梅时，K283列车已驶过广元。她告诉记
者，由于情况紧急，大家忙着救治男婴，
她没有留下家长的电话。但是她托当地
铁路部门的人问了，孩子没什么大碍。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李智

成巴高速绕行
避开“云顶山隧道”堵点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李逢
春）春节假期快要正式开启了，
目前成都各大高速公路出行呈
现出缓慢上升的态势。13日下
午，记者采访了管辖成都放射高
速路的四川省公安厅交警总队
高速公路一支队，他们针对几条
重点高速公路发布了绕行建议。

高速公路一支队副支队长
高峰介绍，从2月11日开始，
支队辖区的成巴高速公路云顶
山隧道路段开始出现通行缓慢
情况，从12日开始，辖区的成
南、成自泸高速部分路段也陆
续开始出现通行缓慢情况。为
此，支队立即会同大队实际摸
排出几条有效的绕行路线。

以成巴高速为例，高峰说，2
月13日，中江至金堂的快速通道
已正式通车。目前避开成巴高
速云顶山隧道通行缓慢路段最
好的一条绕行线路是：沿成巴高
速到达金堂收费站-川锅路-金堂
大道-中金快速（沿线过赵家-兴
隆-中江）再进入成巴高速行驶。
特别是前往中江一线的车流可以
选择这条新通车的快速通道。

另外还有两条绕行路线，
是避开成南与成巴高速互通节
点路段的，第一条：沿三环龙潭
立交出发-成金青快速通道-
金堂-成巴高速金堂收费站进
入。第二条：三环龙潭立交出
发-龙港路-青南大道-金堂-
成巴高速金堂收费站进入。此
前高速交警已现场考察了这三
条绕行线路，全程车辆不多都
较为畅通。

高峰提醒驾驶员，今年春
节期间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
加之简蒲高速（第三绕城高速）
已开通，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可
以更加灵活地选择线路和转
换。比如，出行时候走成自泸
高速，可以先走天府大道，在到
达简蒲高速黑龙滩收费站后进
入简蒲高速公路，在古佛互通
立交桥转换进入成自泸高速。
返回时候可以在成自泸高速古
佛互通转换进入简蒲高速，从
黑龙滩收费
站出站，沿天
府大道返回
成都或进行

“二次转换”。

火车北站外，背着两个大号行
囊的施少国引起了记者的注意，他
手上还拿了一个女士包，与背着2岁
女儿的妻子并肩走在人群里。

“从北京坐了31个小时火车到
成都。”27岁的施少国同妻女在成都
会合后，一家三口又要背着大包小
包，赶着回江油老家吃团圆饭。他
这两个从北京带回来的大行囊里，
又带了哪些年货呢？

“主要是给父母买的新衣服，妻
子和女儿也都有。”施少国说，这次

春节带些啥回来，也想了很久。“以
往带的是糕点等小吃，这次带衣服
更贴心一点嘛。”

由于工地开工早，每次回家他
都待不了几天。“一年最多回家两三
次。”他说，每次回来发现女儿都长
大了不少，“会叫妈妈了，但叫爸爸
还很生疏。”施少国说，目前他在北
京建筑工地做工，一天能收入两三
百元，“老家今年试着办了个小养殖
场，我打算再努力在外打几年工，多
挣点钱，然后回老家安定下来。”

为儿补身，妈妈千里背芦荟回家
2月13日，成都冬日的暖阳，照在回家过节的

人群身上，暖和安逸。火车北站出站口外人头攒
动，一对婆媳把行囊轻放在身边。与装满特产的
包裹不同，她们外出打工一年，从千里外带了份特
殊的礼物回家——一大袋芦荟。

听人说芦荟有去火功效，能缓解她儿子的病
症后。这位母亲在回家前，特地从攀枝花挑选了
一大袋，辗转上千里带回南充老家。

其实，这样温暖的故事，在春运中还在不断上
演：27岁的“北漂”小伙施少国，坐了31个小时火
车后，终于如愿牵到妻女的手，一同回到江油家中
与父母团聚。他说，要再努力两年，让家人一起安
定下来……

13日上午，火车北站外，尹女士和
婆婆坐在出站口附近，等着她丈夫买票
过来，从成都转车回南充。

一个沾有泥土的白色口袋，放在离
她们最近的地方，在一大堆行囊之间显
得“格格不入”。尹女士说，这是专门
给儿子带回的“礼物”。打开袋子，里
面露出来不少的大芦荟，以及一盆子
的芦荟苗。

“听人说芦荟很好用，可以清热，老
家那边又很少”。尹女士说，她大儿子
今年25岁，从小身体就不好，一上火就
容易流鼻血，“身体其它没问题，又不晓

得咋回事。”
后来，她听人聊起，芦荟有去火效

果，说不定可以给儿子去火，就带了这
样的“年货”。她说：“攀枝花阳光充足，
芦荟长得大又好，就找了很多地方买到
了这些芦荟。”

一家人一年才见一次，尹女士十分
看重这些芦荟，上火车前就专门呵护还
精心打包好了，“生怕在旅途中弄坏
了。”她说，在攀枝花打工做蛋糕，一年
到头挣得不多，带了点特产外，芦荟是
她专门给儿子准备的，“当妈的，盼着儿
子身体健康就行。”

“儿子对我也很好。”尹女士谈起儿
子时，面露笑容，“他在广州做工，回来
前还专门打电话要给我买衣服呢。”

春运回家，尹女士和爱人已经历了
10余年。“过了年，家人基本都出去了。”
她说，由于公公已经去世，为了不让75
岁的婆婆成留守老人，尹女士夫妇每次
外出做工，都会把她带上，“我们做完
工，每天都能见到她，以免她一个人孤
独嘛。”

也因此，这对婆媳的感情如亲生母
女一般。他们曾去过山西、武汉、上海
等地打工，这些年经过打拼，在攀枝花

开了一家自己的蛋糕店，生意虽然不温
不火，但一家子在外人看来特别和睦。

尹女士说，她每天早上7点起床，做
好早饭后就帮丈夫做蛋糕。为了让辛
苦一辈子的婆婆享福，她还主动负担了
家务，“我的母亲在山西，有兄弟们照顾
很放心。”

谈起儿媳妇尹女士，婆婆脸上也乐
开了花，“满意，特别满意，找到她是我
们家的福气。”她说，虽然家里并不富
裕，但看着儿子儿媳孝顺和睦，自己也
感到特别高兴，“现在最想快点回老家，
看看外孙抱抱曾孙了。”

婴儿突然昏迷抽搐
回川列车提速赢回抢救时间

全家一年见一次，她为儿带芦荟回家

为免老人独守家中，他们带着老妈去打工

“再努力打几年工，给她们一个安定的家”

辞旧迎新的狗年春节，家人是否已经回家，或者还在回家路上？什么样
的回家故事让你感动？随时牵挂你的妈妈，又给你准备了怎样的“妈妈的行
囊”带回你追寻梦想的城市？欢迎关注封面新闻，或拨打028-96111留言分
享你的春运回家故事。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力见习记者 田之路 摄影报道

“妈妈的行囊”装了哪些故事？一起来分享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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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女士（左二）和她的婆婆，带了一大包芦荟回家。

暖心
新设5处饮用热水供应点

据了解，为方便游客在景区随时
可以喝上热水解渴驱寒，西岭雪山滑
雪场景区入冬以来特意设立了五个
饮用热水供应点，在景区营业时间内
不间断地向游客免费供应饮用热
水。这5个热水供应点分别位于：山
门游客接待中心、鸳鸯池索道上站、
日月坪索道下站、日月坪索道上站广
场和滑雪大厅内，供水点自设立以来
为游客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方便，得到
了游客的广泛好评。

贴心
增加百名工作人员和志愿者

入冬以来，西岭雪山游客人数不
断攀升，在春节假期间将高达到高
峰。为了做好安全和服务工作，西岭
雪山滑雪场景区提前绸缪，在原有基
础上增派了百余名工作人员和志愿
者，许多非一线的工作人员也冒着严
寒来到公共场所充当临时志愿者，随
时随地为游客提供帮助和服务，让游
客们感受到了贴心温暖的优质服务。

舒心
美食街和红旗超市开进景区

走在映雪湖畔，担担面、砂锅米
线、肥肠粉、卤肉饭、东北水饺、羊肉
泡馍等各色名小吃琳琅满目，茶餐
厅、咖啡馆穿插其间。据了解，美食
一条街上的各种小吃餐点售价从10
元到30元不等，人均消费在20元左
右，可谓好吃不贵。

在美食一条街的入口处，还有一
家红旗超市。桶装方便面4元、10枚
装法式小面包6元，酒水饮料、毛巾、
牙刷、纸巾等商品价格都与其他红旗
连锁超市售价持平。

用心
从细微入手提升游客体验感

党的十九大召开以来，西岭雪山
滑雪场景区将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与扎实做好景区各项工作、不断
深化供给侧改革结合起来，着眼于服
务提档升级，着力提升游客体验度。
景区从细微之处入手，带给游客全方
位无死角、春风化雨体贴入微的优质
服务，打造出和谐、文明、温馨、舒适
的旅游环境，从而大大提升了游客的
旅游体验。

春节活动：
浪漫灯会 炫彩西岭
作为2018成都国际熊猫灯会的

分会场，西岭雪山在开启2018炫彩
夜滑季的同时，精心为游客呈上一组
组美轮美奂的灯盏，让游客们提前感
受熊猫灯会的璀璨与梦幻。在通往
西岭雪山滑雪场的道路两边，这些充
满冬天元素的灯组，点亮滑雪场的夜
空，也照亮游客前行的道路。雪道内
有专业的灯光照明，雪道外有五彩斑
斓的灯组辉映，西岭雪山用光，为游
客营造梦幻而欢乐的世界。
赏灯玩夜滑

由于日间的西岭雪山滑雪场，游
客众多，雪具租用紧俏。不同于白天
的游客扎堆，夜间的滑雪场，将带给
游客更特别的滑雪体验。错峰滑雪，
游客尽享的不只滑雪的激情，还有夜
幕下灯光里西岭别致的浪漫。西岭
雪山滑雪场夜场开放时间为每晚的
19:00—21:00，炫彩夜滑季套票只
需198元/场，每场2个小时，游客可
通过携程或景区售票窗口快速购买
套票，除夕当天夜滑不开放。

除夕优惠套餐：
山地酒店除夕夜套餐298元含

门票一张，鸳鸯池索道一张，酒店住
宿一床位一早餐，日月坪索道往返或
滑雪不限时二选一，赠送蛇形雪橇一
次映雪酒店除夕夜套餐528元含门
票一张，鸳鸯池索道一张，酒店住宿
一床位一早餐一晚餐，日月坪索道往
返或滑雪不限时二选一，赠送蛇形雪
橇一次

实名制购票小攻略：
西岭雪山景区已实行实名
制购票、排队叫号游览模式

第一步：购票获取排队号（1人
一票，1.2米以下小朋友无需购票）凭
身份证到售票处购票获取排队号；无
身份证的游客需进行人脸识别购票
获取排队号。

第二步：进入娱乐等待区等待请
注意景区公共广播、公共提示检票号
段，未到您的排队号，请勿提前进入
排队缓冲区及检票排队区。

第三步：进入排队区排队乘坐索
道根据景区公共广播、公共提示信息
检票号段，进入排队区乘坐索道上山
（排队区可容纳1200人）。

温馨提示：
1、景区禁止携带非专业的滑雪

器材
2、建议高龄老人、患有心脑血管

疾病、孕妇等人群不宜上山 3、禁止
携带宠物，游玩时请照顾好身边的老
人和小孩，以免发生意外 4、请您到
景区指定窗口购票，谨防假票

春节黄金周 西岭为“大考”作足准备
每当滑雪季来临，西岭雪山都会成为成都及周边游客滑雪首选之地。而随着春节

旅游大假的来临，西岭雪山滑雪场景区又将迎来一次“大考”。但记者发现，西岭已悄
悄地发生着一系列变化，为迎接“大考”作足了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