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8日，四川航空恢复成都往返九寨航线，班期为每
周二、四、六，由空客A319机型执飞。该航线去程航班号为
3U8009，10：20从成都起飞，11：20到达九寨；返程航班号为
3U8010，12：10从九寨起飞，13：15到达成都。

目前，九寨沟景区还处于闭园及灾后恢复重建状态，请
广大游客朋友们关注九寨沟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官方平台了
解园区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计划。

8月8日起，
成都往返九寨航线恢复

84个重建项目
已竣工或主体完工

在“8·8”九寨沟地震两周年之际，灾后恢复重建部分重点项目
竣工仪式8日在九寨沟县民族体育馆举行。

截至目前，以九寨沟县为主体实施的重建项目共有111个，现
已竣工或主体完工84个，完工率和投资完成率均超过75%。目前，
九寨沟县民族体育馆，玉瓦中学异地迁建，漳扎镇（双语）幼儿园等
18个标志性重大项目主体完工，即将陆续投入使用。同时，全县生
态环境总体质量基本达到震前水平，防灾减灾能力得到新的提升。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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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绣四川
好戏连台

8月16日至17日，孟京辉城市浸没
剧《成都偷心》将在成都域上和美先锋剧
场演出；

8月17日，俄罗斯芭蕾国家剧院儿
童版《天鹅湖》将在成都大喜时代剧场演
出；

8月18日，第二届四川艺术节儿童
剧《海上的诺苏火布》将在成都新声剧场
演出；

8月25日，第二届四川艺术节展演
剧目川剧《此心安处》将在成都新声剧场
演出；

8月30日，第二届四川艺术节展演
剧目交响组曲《红色丰碑》将在四川大剧
院演出；

8月30日至31日，四川艺术节剧目
《根》将在金沙剧场演出；

9月12日至15日，《斯拉法的下雪
秀》将在四川大剧院演出。

8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9日空气质量预报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8月8日开奖结果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吴冰清

今日
限行 5 0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80—110
空气质量等级：良至轻度污染
全省区域：
成都平原局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分城市为优或
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臭氧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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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QI指数 59 空气质量 良
优：马尔康、内江、遂宁、资阳、广安、雅
安、乐山、德阳、达州、绵阳、巴中、南充、
康定、自贡、宜宾、眉山、广元、泸州
良：西昌、攀枝花

排 列 3 第 19213 期 全 国 销 售
15998578元。开奖号码：728。直选全国
中奖5538（四川301）注，单注奖金1040
元；组选6全国中奖14510（四川975）注，
单注奖金173元。16051187.55元奖金滚
入下期奖池。

排 列 5 第 19213 期 全 国 销 售
10533858元。开奖号码：72862。一等奖
41注，单注奖金10万元。295213532.22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19109期
全 国 销 售 43668 元 。开 奖 号 码 ：
113031101110，全国中奖0注。

足球 4场进球第 19114 全国销售
507918元。开奖号码：11230113，全国中
奖3（四川0）注。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10
月8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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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8日，九寨沟县
发生7.0级地震，九寨沟景
区内多处景点受损。

2019年8月8日，时值地震两周
年，成都至九寨航线正式复航。

经过两年的休憩，景区恢复得怎
么样了？8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带此疑问乘坐复航后首趟航班，
对九寨沟景区进行了实地探访。

诺日朗瀑布激流依旧

午后，九寨沟景区，一场滴答的小
雨说来就来，没一会儿功夫，山间已雾
色朦胧。景区内，碧蓝的海子在青翠
的山色间若隐若现，宛如一位不问世
事的隐士。

冒着纷纷细雨，乘车从九寨沟景
区沟口往上走，放眼之处，尽是青翠欲
滴的青山、碧蓝如玉的海子、宽敞的柏
油马路……几乎难见地震遗留的痕
迹。

10余分钟的车程就来到了诺日
朗瀑布，这是中国大型钙华瀑布之一，
也是86版《西游记》片尾取景地。受
2017年地震影响，瀑布出现局部崩
塌，但经过两年的休憩，诺日朗向世人
展示了大自然强大的修复能力，激流
依旧，激起水花如银珠万斛。

五花海栈道焕然一新

离开诺日朗服务点，往沟内走。
仅十来分钟时间，就来到五花海。微
雨中，五花海格外静谧。在澄明的水
域中，鹅黄、墨绿、深蓝、藏青，各种色
彩斑驳迷离。岸边，木质的栈道已经
焕然一新。

道路一旁，几位工人正在进行栈
道施工。施工人员张森拿起电钻在木
板上钻上一排5毫米大小的钻引孔，
再用螺丝将木板固定住。“我们从4月
初就过来了，现在已经完成了800多
米的栈道工程。”张森说，而今施工已
经进入了尾声，景区内他们已没有其
他施工项目。

8月8日下午，绵阳市游仙区云凤
乡，狭窄的村道上停满了车，路旁铺满
了鞭炮，村民王大爷感叹不已，“冬娃
子回来啦！”

人群中，一位个子不高、短发的中
年女性满脸焦急，耳畔尽是父亲临终
前的交代：不要放弃寻找你弟弟冬娃
子……

被拐三十一年后，“冬娃子”终于
回家，只不过彼时才三岁的他，已是三
个孩子的爹了。

关于故乡，冬娃子只记得有个姐
姐，姐姐经常抱他。而姐姐说，当天是
弟弟离开家的第三十一年零二十天，
破镜终于重圆。

三岁被拐

“冬娃子”为什么会被带离家乡？
说到这个问题，同村村民周大爷

唏嘘不已。据称，冬娃子父亲年轻时
脾气不好，经常和老婆吵架。1988年，
冬娃子三岁，在一次争吵后，母亲带上
冬娃子，负气出走。不幸的是，母子俩
被不法分子拐卖到了江苏，而后冬娃子
有了继父，但这并没有给他带来幸福，
冬娃子母亲未几自杀谢世。

打小，冬娃子便知道自己的身世，
寻找亲生父亲、回到故乡的种子，一直
都藏在心底。

而冬娃子的父亲，自妻儿离家后
自责不已，曾多次出门打工并寻找母
子俩的下落，但茫茫人海，全无所获。

2006年，冬娃子父亲遭遇车祸，
去世前叮嘱女儿：“不要忘了你弟弟，
我这辈子是找不到他了，你不要放弃
寻找他。”

冬娃子和姐姐相差十岁，父亲离
世前的这一番话，成为了他给女儿的
临终遗言。

姐弟相寻

在信息匮乏、通讯不畅的年代，要
想在人海中找到失联数十年的亲人，

堪比大海捞针。
直到2016年，随着网上寻亲兴

起，冬娃子姐弟相互找寻的事情才
出现了转机。更为凑巧的是，冬娃
子和姐姐前后相差不到两个月，都
在今日头条上发布了寻人讯息。由
于发布的寻亲讯息高度吻合，在该
平台寻人项目和“宝贝回家”志愿者
的帮助下，冬娃子和姐姐又一次联
系在了一起。

然而好事多磨，从2016年到2018
年，姐弟相认并没有太大进展。

“说实话，那个时候，我并没有多
少信心。”冬娃子心中有疑虑，只知道

自己是绵阳人，有一个姐姐，其他的一
无所知，“就这么一点点线索，能找到
亲人吗？”好在，冬娃子的妻子一直给
予他鼓励，从发布寻人信息，再到相互
联系、DNA比对，“找到家人是他的心
愿，我想尽最大努力帮他完成。”

故乡认亲

经过多方的持续努力，冬娃子和
姐姐最后通过DNA鉴定，终于确认。

从江苏徐州到四川绵阳，要坐9个
小时火车。8日凌晨，冬娃子带着妻
子、大女儿、二女儿和小儿子踏上回乡
之路。下午3点，一家人抵达了绵阳火
车站，而到云凤乡，还有大约四十分钟
车程。在前往云凤乡的路上，冬娃子一
直在搜索小时候的记忆，但已记不太清
楚，更多时候只能疑惑地望向窗外。

下午4时许，看到弟弟下了车，姐
姐止不住泪水，在亲戚的簇拥下走向
弟弟，按照当地的习俗，亲戚们点燃了
鞭炮和烟花。

姐姐还记得，冬娃子小时候经常
向爸爸要糖吃，要到了糖，转身便塞给
姐姐。

“老汉儿，弟弟终于回来了。”在老
家屋里，姐姐一直念叨着，弟弟和老汉
儿长得很像。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李智 严兴红 摄影报道

九寨沟地震两周年之际
记者乘坐复航首趟航班

探访美丽新九寨

工作人员期待景区重开

下午5点过，雨渐渐停了。56岁
的任贵元和同事拿着手电筒走出诺
日朗服务点，向五花海方向走去。一
路上边走边看，检查周围山体有无塌
方迹象，瞅瞅海子里的水有无异常，
看到垃圾便及时捡起来，“见啥做啥，
习惯了。”待他们再回到服务点，已经
是夜里11点。

眼见景区一点一滴的变化，任贵
元感慨道：“地震后，乱石遍地。而现
在，从大门口到长海的路面已焕然一
新。”不仅如此，他巡逻时发现，景区
的植被正在逐渐恢复，偶尔还会遇见
野猪、野牛等动物。

“作为九寨沟人，对这里的山水
是有感情的。”虽然有事可以请假回
家，但他已经习惯待在景区内，“上次
回家还是5月份，当时我妈脚崴了，耽
搁了一天。”确定母亲没事后，任贵元
便匆匆返回了工作岗位，“现在就期
待景区早日重开。”

父亲临终交代女儿“别放弃寻找弟弟”

绵阳被拐“冬娃子”
31年后终回故乡认亲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杨金祝柴枫桔

诺日朗瀑布激流依旧。 陈静 摄

工人正在进行栈道施工。 静谧的五花海。 陈静 摄

碧蓝如玉的海子。

“冬娃子”幼年与现今模样。

姐弟重逢，相拥而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