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乘务长卢璐和空乘周宾浩生前在飞机上的合影，在伊春空难中，夫妇俩不幸一同遇难。

据熟悉他们的人说， 周宾浩

与卢璐都是家里的独生子、独生

女。周宾浩是湖南人，卢璐是北

京人。 他们同在河南航空工作，

是通过工作关系认识的，两个人

相恋了7年，感情一直非常好，可

以称之为一对“亲密爱人、蓝天

之侣”。

在别人眼里，他们是“金童玉

女”，是值得羡慕的一对。两个人事

业心强，工作也认真，他们给人的

感觉就是阳光、积极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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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财经大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专业：会计学〈注会〉、金融学、

工商管理、工程造价、法学、投资学

成教专科 /专升本 /在职研究生招生

轻松获取名校文凭，电子注册、全国通用！

汽修学校

依托理工大学， 办学多年， 颇多荣

誉。集学校、驾校、修理厂于一体，打

造汽修湘军航母。中专、大专、本科、

钣金油漆班、汽车美容班、进修班

85862062www.0731car.com

纳川投资

大额资金 多方式合作

★企业、个人项目投资〈快捷，区

域不限〉★传统行业、新兴产业

等各类项目合作

详询

：028-68000006

招

广告业务员、客服专员

鼎极文化纳才热线：82767258、15974200300

QQ： 1486496459

平台好、上手快、高底薪、高提成

黄建集团建筑、装饰、市政一级

资质，典当公司为您提供投标保

证金、 工程垫资、 银行过桥，汽

车、房屋抵押，资金周转 84898888

黄花典当

好自然直饮水机招商

华南理工大学研制 世界领先科技

新行业 零风险 大补贴 稳赚钱

电话：0731-84137887www.hnsaw.com

需资金找九州

八年专营，快捷解决个人、企业

项目借款，房地产、矿业、电站、

交通、能源、农业、新建项目、在

建工程等。 028-87765677

www.cdjztz.com

面向全省诚招省●市一级经销商

0816-2483447、13908112776田先生

制造商：四川久远环通电源公司

“久远”“毅力”蓄电池

手工产品 诚寻合作

本单位有大量纯手工产品外发

加工， 货源稳定现金结算，

上门服务可提前预付加工费。

株 洲 建 设 南 路

0731-22716008、22716007

大额资金寻优质项目

028-86660850

男、女服务生

13237416378

高薪聘

厨务部各岗位工作人员。 联系人：

周经理，电话：15827655500

武汉口味堂高薪诚聘

美国高校在华招生， 不考雅思

托福，无中介费，美中教育部承

认学历，报名地址：长沙市芙蓉

中路（黄土岭）蓉苑 C座 2703

0731-85794825、15575801229

高考落榜同样可去美国

招生 招聘

长沙广播电视大学是国家公办成

人高等学校，采用免试入学、业余

面授、网络学习的形式圆您大学梦

想。 会计、工商、行政、建筑、计算机、市

场营销、护理学、药学等 40 个本、

专科热门专业任您选择。 我校是长

沙市民在职提升学历的最佳平台。

详情请点击：www.hncsdd.com

长沙电大

火爆招生

中山路校区：82684098

浏正街校区：84443536

QQ 招生群：32672134

政府办学 收费最低

本科专科 免试入学

国家承认 学历学位

国家首批示范性电大

矿 产 开 采

转让或合作

百炼矿业在贵州、云南有多处金

属〈铁、铜、锰、铅、锌〉和非金属

〈高岭土、重晶石、煤〉矿山。

★寻求联合开发★

1、矿山转让 2、股份转让

3、施工开采 4、洗选合作

5、销售合作 6、冶炼合作

云南公司联系人：杨先生

网址： www.ynblky.com

联系电话：0871-6358691

手机：13648856648

贵州公司联系人：况先生

联系电话：0851-4606816-810

手机：18798609351 广告勿扰

隔热、防爆防紫外线保护隐私，普通

玻璃变身高性能玻璃 T：84862166

富迪家居玻璃贴膜

江浙民间资金

急寻优质项目投资、合作、借贷。

电话：025-81589994 航美投资

0731-84190101�

湘潭点：13307326463 宁乡点：82373601

传真：0731-84190202 QQ：602058576

13875895159

广告类 35元/行起 公告声明类 40元/行起 每行限 13个 6号字（加大的标题、正文按 0.3cm/行高推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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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省 招 商

五粮液福喜迎门酒特惠招商

福喜迎门酒是五粮液股份有限

公司为纪念 60 华诞隆重推出的

一款浓香型优质白酒，该酒外盒

艳丽豪华，酒质醇香扑鼻，中低

价位，利润空间高，另有央视及

赠车、送广告费、品尝酒、促销人

员工资等优厚市场支持。现特惠

诚征全国县市级以上独家总经

销商， 诚邀加盟合作！ www.

wlyfxym.com 028-68988888

025-58838888 13678197888

名酒招商

中国著名品牌玉井坊酒诚招样

板市场，免费铺货、支持广告人

员，费用厂家全额负责，可自由

调换货。 www.ahyjf.com

0558-5307569 15956795101

盛世融通投资合作

水电矿、农林牧、房地产、交

通、 新能源和其它项目。 地

址： 成都中新街 49 号锦贸大厦

11楼 028-65873633〈24小时〉

投融资合作

本公司自有大额资金寻找投资

合作方式、 灵活便捷 招聘商务

代表。 电话：010-64155236

13717582886 传真：010-64155226

联系人：杨经理 北京市朝阳区

工人体育场北路 9号 2H室

文秘、平面设计、制图，有二年以

上工作经验。 待遇从优。

电话：84682288、15575885999

诚 聘

湖南临床使用单位： 长沙楚

雅医院（车站北路 121号）

20年的专业品牌，型期类的不同选择

黔医械广审（文）第 201007000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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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科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与山东大学白癜风研究所运

用专利技术针对不同型期类

的白癜风，共同开发出不同系

列的白癜风治疗仪：

光动能白癜风治疗仪：采

用 308，365，410nm 复合光波

照射皮肤，促进细胞释放内皮

素 bFGF，以及增强黑色素细

胞络氨酸酶活性以达到目的，

适合进展期白癜风。

B 系列白癜风治疗仪：采

用精密、准确、快速的方法植

入活性黑色素细胞，适合稳定

期的白癜风。

光动能免费体验

www.hnbdf.net www.v120.cc

治

疗

仪

详 情 请

电话咨询

18975165522

0731-82293321

高压磨 微粉磨

制砂石料生产线

上海：021-50325201、50325205

上海建冶 网址：www.china-shjy.com

工业物资 典当

常旺彩钢

专业生产彩钢板 C 型钢、K 式活

动房， 安装设计各式钢构厂房网架。

T：18908480458、13975199782

芙蓉露干洗机水洗机

汽车南站涟源百货城 0731－85637878

干洗设备 彩钢

广大彩钢

专业生产彩钢瓦、夹芯板、C 型钢、活

动房 0731－84622777、13975884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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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春空难遇难名单中还有一湖南籍空乘

结婚198天，蓝天之侣齐殒命

“亲密爱人、蓝天之

侣”。空乘周宾浩、乘务

长卢璐是一对刚刚结婚

198天的新婚夫妇。空

难后， 他们的名字一前

一后出现在VD8387航

班的遇难者名单中。

25日，当记者再次

打开那段浪漫的婚礼

MV时，舒缓的音乐让人

备感忧伤与遗憾。

记者26日13时左右在伊春机场看到，一架

搭载民航专家、遇难者家属以及其他乘客的南

航CZ6268次航班稳稳地降落在跑道上， 这也

是“8·24”坠机事故发生后停航一天多的伊春

机场正式恢复通航。在顺利到达的乘客纷纷走

出机场后，已经办理好登机手续的乘客开始登

上这班由伊春起飞经停哈尔滨飞往北京的航

班，其中部分乘客是因为坠机事故后取消航班

而滞留的旅客。

据悉，26日起伊春机场将恢复通航， 但河

南航空的航线并未恢复。 ■据新华社

伊春机场正式恢复通航

在他们的婚礼中，有这样一段

誓言，“婚姻是以身相许的承诺，在

这个承诺中， 两个人付出自己，也

找到自己。 婚姻的承诺是身体、心

灵一生一世、 天长地久的承诺。无

论今后岁月如何流转， 青春不在，

满鬓银丝，你们能否陪着对方走过

人生，共浴美好的人生爱河？”

“或许这场灾难， 也验证了那

句‘一生一世、天长地久永远陪伴’

的誓言。”知情人说。

■特约记者 田贝尼

灾难验证“一生一世”相伴的誓言

一位参加过婚礼的知情人告诉记

者，得知两人遇难，他深感惋惜。

今年2月7日， 在郑州一家星级酒店

内，周宾浩和卢璐举办了一场名为“天空

之城，蓝天之爱”的浪漫婚礼。

这位知情人说， 那场婚礼太隆重

了，也让他记忆深刻。一个小环节是让

新郎给新娘起外号，这个小点子是现场

的一大亮点。 新郎给新娘起了“小甜

甜”、“小蛋糕”、“小娘子” 等十多个外

号，台上台下互动特别精彩，他们自己

还搞了个创意环节， 领爱情航班通行

证、蜜月旅行通行证。

在交换戒指时，新郎是用一架电玩

“直升飞机”把戒指送到新娘面前的。

交换戒指用了“直升飞机” 他们是一对“蓝天之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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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5日，一架从西安起飞的客机，于上午

11时许在南宁吴圩国际机场降落时，疑受大雨

影响，滑出了跑道，撞坏了跑道灯和部分草地。

南宁机场也因此关闭一个多小时，所幸机上乘

客和机组人员安然无恙。

■特约记者 李沛

“8·24”黑龙江

伊春空难首次情况

通报会26日下午4

点在伊春举行。河

南航空公司监事会

主席刘航介绍情况

前， 鞠躬向全社会

致歉。 在结束发言

前， 再次对这次空

难深表歉意。

■据新华社

河南航空向社会道歉

一架同型飞机

南宁机场滑出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