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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辗转联系到了旅游团里“腾哥”“珍珍”
等多名游客。

“原本4月12日中午就应该在以色列看海
了，可都12日晚上了，整个旅游团却连飞机都没
登上。”记者从这些等在机场的游客口中得知，他
们是通过深圳招商国际旅行社报名的，参加的是
为期12天的以色列之旅，人均团费为2万多元。

据介绍，海航HU407航班原定起飞时间为4
月12日凌晨1点25分。11日下午，大家陆续赶
到上海浦东机场候机。等到晚上10点多，办理行
李托运时，才接到机组人员关于航班取消的通
知。据“珍珍”介绍，这个旅游团里75名游客分别
来自宁波、台州、沈阳、重庆、北京等地。

从年龄上看，旅游团里有老有少。“年纪最大

的70多岁，最小的才4岁，还有孕妇。”“珍珍”
说。其中“腾哥”是地道的宁波人，“团里有3个宁
波人，除了我，还有我夫人和姐姐，我们是50后、
60后。”“腾哥”告诉记者。

至于临时取消航班的原因，“海航工作人员
告诉我们是与当地战争有关，虽然网上新闻也说
有类似可能性，但未必跟我们的旅游路线有关
系，而且其他前往以色列的航班照常飞，为什么
只有我们不能飞？”游客提出这样的质疑。

记者采访到该旅游团领队时，她显得很疲
惫，嗓子也哑了。由于在做协调工作，她没有过
多时间接受采访。“我们团队70多人到现在还无
法安排，航空公司没给个说法。”她在前天下午5
点多发微信时这样说。

盼了一年多的以色列之旅因航班取消“歇菜”？

75名游客滞留上海两天两夜

本报讯（记者 黎莉 通讯员 周凯）
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病配药的市民，都
有过这样的经历：划完价后去药房等药的
时间长短，往往取决于药师对药品存放处
的熟悉度，拿到药后药师也要反复跟拿药
者确认患者姓名，如果再仔细一点，患者
还要自己再对一遍。近日，在鄞州区首南
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上线的“智慧移动
药事系统”，将改变这一情况。药师只需
拿着掌上电脑（PDA）往药架上轻松一
扫，就能快速又准确地为居民配药，让市
民省时省力取上“放心药”。据悉，这种借
由信息化手段打通患者信息、药架库位
码、药品条形码之间的数据关联，实现前
后台发药闭环流程管理的模式，在宁波尚
属首例。

在首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诊
药房，记者看到，居民在收费窗口或自助
机完成缴费的同时，药房后台药师手持的
PDA上就同步显示出要取的药品清单。
随后药师根据语音提示到指定的药架前，
用PDA扫该药架上的“库位码”，系统便
发出药品名称和数量的语音提示，根据提
示药品被逐一放入药框内。配药完成后，
将药框交给前台药师，前台药师再用扫码
器对着“药品条形码”一一扫码核对，确认
无误后将药品交给患者。经过这样的“双
重保险”，居民配药的准确性与安全性得
到了进一步保障。

卫生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引
进系统后，中心药房的配药时间缩短了三分
之一以上，通过PDA的智能引导和核对前
后台发药，也大大提高了发药的准确率。

“有几个宁波朋友去以色列，现在在上海浦东机场，但海航突然告知飞机取消了！现在75个人的团队在
机场一天一夜。”前天晚上，向记者反映此事的网友“B zhang”非常焦急。记者采访获悉，这个旅游团里的游
客自去年开始就期待这次旅程，没想到都到机场了竟遭遇航班临时取消，滞留机场两天两夜。

宁波首套
“智慧移动药事系统”上线
掌上电脑扫一扫
就能精准为居民配药

福彩开奖信息
七乐彩第2018042期：
03 06 08 15 20 24 27 特别号：12
15选5第2018096期：
01 02 03 05 06
3D第2018096期：2 4 3

体彩开奖信息
6+1第18041期：
6 6 4 8 4 7+3
20选5第18096期：
01 03 14 16 19
排列5第18096期：4 7 5 9 3

（均以公证开奖结果为准）

前天22点左右，记者拨通了海南航空官方客
服电话。对记者的询问，对方表示提供护照等信
息即可帮忙查询。得知是记者后，则以“正在咨
询”“同事在通话中”等理由反复让记者“稍等”。
记者先后两次拨打电话，对方均是如此回复，在
线等待约20分钟。

昨天中午，记者再次拨通海航官方客服电话
进行询问。工作人员表示，根据官网公布的信息，
该航班取消的原因是出于安全考虑。至于此事的
处理方案，“您昨晚打电话过来，工作人员已作出

一些处理，目前已经有补办信息了。今晚11点，我
们将安排这些游客乘坐HU507航班，目前正在陆
续通知大家”。随后，工作人员给记者一个值班邮
箱地址，让记者通过此途径反馈。昨天下午，记者
接到海南航空品牌部以邮件形式作出的回复，称

“计划于4月13日执行上海浦东-特拉维夫补班，
及4月14日特拉维夫-上海浦东补班，全力保障旅
客出行。”

昨晚10点半，“珍珍”和“腾哥”向记者发来微
信表示，他们已经登机。 记者 谢舒奕

游客 滞留者除了老人、小孩，还有孕妇

海航 13日夜间为游客安排补班飞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