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竹沟境内因神秘的地磁变化可以让鸽

子迷路、指南针出现大幅偏离，被称为“中国

百慕大”。8月中旬，5位驴友在网上相约集体

前往黑竹沟景区探险，在景区迷路。其中，两名

驴友与队友走散后，成功脱险，而另3名驴友至

今下落不明，已经失联19天。

昨日，当地警方表示，事发后，警方及景区

已经派出4支搜救队进山搜寻， 第一轮搜救基

本结束，但没有任何进展。景区提醒，由于黑竹

沟原始植被茂密，绝大部分区域处于未开发状

态，游客最好不要盲目进山探险。

QQ群 探险黑竹沟

8月16日 5名青年成都集合

“最深度，最原始，最疯狂，最恐怖的探

险，你敢去吗？深度探险8~15天！”今年7月20

日，在一个群名称为“宇宙禁区探险”的QQ群

发出了一则公告，邀约网友报名参与黑竹沟探

险，集合时间定于8月20日左右。

22岁的小李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当时他刚

入群不久，看到了公告后，也跃跃欲试。在几次

讨论后，小李（安徽人）和李晋（湖南人）、伟

哥（山东人）、阿武（福建人）、老吴（上海人）

相约一起前往黑竹沟探险，5人定于8月16日在

成都集合。

据小李介绍，在探险黑竹沟之前，他还骑

行川藏线到了拉萨。 返回成都的大巴车上，小

李恰好遇到了也是刚骑行到拉萨的阿武。“太

巧了，之前大家都没说要去拉萨。”对于接下

来的黑竹沟探险，爱好户外运动的两个小伙子

都很兴奋，一路说说笑笑。

8月16日，小李、阿武在成都等到了伟哥、

老吴，4人先拍了一张合影。“当时队长还没

到，所以合影里没有他。”小李介绍说，因为李

晋是群主，所以大家就喊他队长。当天下午，他

们5人到达了黑竹沟。

意外 3人没跟上来

8月20日 3人失联，2人脱险

小李告诉成都商报记者，8月16日傍晚，一行

5人开始徒步上山，准备穿越黑竹沟石门关。而

石门关是黑竹沟的腹地，当地有“猎户入内无

踪影，壮士一去不回头”的传说。曾有不少探

险队历尽艰辛，最终也未能深入石门关这块险

恶地带。

“路途确实险峻，但景色还不错。”小李告诉

成都商报记者，山里的雾很大，变化无穷，但是

“大家觉得没什么，没有网上说的那么神秘”。

直到8月20日下午， 在穿越一片茂密的箭

竹林时，老吴和小李决定先在前面开路，探一

下路况。“走了大概半个小时，发现阿武等3人

没有跟上来。”小李说，“我们原地休息等待了

半个小时，他们仍然没有赶上来。”

老吴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当时他对着空旷

的山林吹了几声哨子， 对方也吹了哨子回应，

但是无法判断具体方位， 后来再吹哨子时，便

听不到回应了。 老吴和小李走了两个山头，依

然没有发现阿武等3人的身影，“手机也完全

没信号，可能大家越走越远了。”

“顺着溪流方向，肯定就是下山的。”第二

天， 老吴和小李决定沿着河谷向下游行走。幸

运的是，他们恰好碰到了另一支探险黑竹沟的

队伍。老吴介绍说，他们队伍中有人想放弃了，

不准备再继续前进，他和小李便与对方一起原

路返回出山。

警方 搜救无进展

报警时间晚，情况不乐观

8月22日，小李走出黑竹沟后，在QQ空间发

表了一条说说： 希望队友早点出来， 再战黑竹

沟。但李晋、伟哥、阿武却依然处于失联状态，老

吴说，打电话、发短信均无回应。8月26日，回到

合肥老家后， 小李估摸着阿武等人携带的干粮

吃完了。小李称，当天他在网上找到了黑竹沟派

出所的电话报警求助，五天后，又再次报警。

不过，昨日峨边副县长、县公安局长熊师表

示，警方是9月3日才接到报警，迅速与景区管委

会联合成立了4支搜救队， 分成4条线路进山搜

寻。同时，迅速查找3名失踪驴友的相关身份信

息，联系家属。目前，部分家属已经赶到峨边。

“前几年， 阿武就说过想骑自行车去拉

萨。因为骑行川藏线的人很多，所以这次他出

来玩，家里人并不担心。”昨日，阿武的表哥黄

先生介绍，阿武今年26岁，之前在一家医院门

诊部搞后勤，他十分爱好户外运动，但是根本

没想到他会来徒步穿越原始森林啊。

据熊师介绍，目前，第一轮搜救基本结束，

但没有任何进展。由于报警时间较晚，且考虑

到失踪者携带的干粮不足，估计最终情况很不

乐观， 但警方还会根据第一轮搜救的情况，进

一步分析前期掌握的资料并开展下一步搜救。

连续多日来， 在“宇宙禁区探险”QQ群

里，网友聊天已经少了很多。小李称，自从群主

等人失联后，大家都很难过。昨日下午，有人发

言“小武我们已经穿越成功啦”，还有多张之

前穿越神农架的照片。不知道，这次阿武等人

能成功穿越黑竹沟吗？

昨日， 成都商报记者在网上搜索发现，有

不少“中国百慕大”黑竹沟穿越攻略，介绍的

大部分徒步路线都是成都-峨眉-峨边-611林

场-2号营地-金字塔山、 马鞍山主峰-狐狸坪

-1号营地-古基河口-石门关-“川”字瀑布-

曲梁沟-616林场。

景区 5人属擅自探险

探险需备案 不要盲目进入

黑竹沟景区管委会主任郭云城表示，整个黑

竹沟景区是575平方公里的原始峡谷林带， 其中

已开发面积不到十分之一。经调查，5名驴友并没

有到景区进行备案登记，从距离沟口约60公里远

的林场进入了黑竹沟，属于擅自进沟探险。

“很多人太低估了黑竹沟！”郭云城介绍

说， 经常有驴友盲目相信所谓的穿越攻略，擅

自进山探险而发生意外。由于黑竹沟原始植被

茂密，绝大部分区域处于未开发状态，游客最

好不要盲目进入，要进沟探险的需到管委会登

记备案，并请专业向导陪同。

虽然是4A级景区，但神秘又危险、接待力

有限、至今不接受旅行社进入乐山黑竹沟景区

的状况将有望得到改变。据郭云城介绍，去年

底，《黑竹沟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 （修编）

（2013-2025年）》获省政府批复，黑竹沟将着

手开发地磁旅游。

目前，包括地磁带在内的黑竹沟腹地都尚

未开发。郭云城表示，地磁变化这一曾经的“杀

手”，在有GPS追踪仪的时代，将极大地降低危

害，而景区更为规范的引导、管理与警示，也将

最大限度避免游客擅自走进“无人区”遇险。

“未来，地磁将成为黑竹沟景区最大的旅

游亮点。”郭云城表示，为保护黑竹沟自然环

境，规划还提出“沟内游、沟外住”，在景区内

严格控制建设，在沟口片区规划5家酒店、自驾

游基地、直升机场等旅游服务设施。

乐山新闻热线：

18508336363

成都商报记者 顾爱刚

你知道吗，我们在电视剧集中常见的

一些做法，或许并不正确。

去年冬天， 一部韩国热播剧捧红了

“炸鸡和啤酒”。不少韩剧“粉丝”在大冬

天追捧“炸鸡和啤酒”的新潮饮食。然而，

有专家表示， 这样的饮食不但热量较高，

也容易伤害健康。 油炸食品搭配酒类，容

易刺激肠胃，损伤胃黏膜，尤其在寒冷的

雪天，极易引发肠胃炎。

在古装武侠剧中，常常有某人被毒蛇

咬伤，同伴用嘴为其吸毒血的场景。急救

医生表示，这样的做法是错误的。施救者

如果口腔存在溃疡、 牙龈出血等创口，用

嘴吸毒可能会导致毒素进入施救者的血

液，造成施救者中毒。正确做法是，在有条

件的情况下，及时冲洗伤口，并由近心端

向远心端对伤口进行包扎。

今年上半年，一部《产科男医生》也

曾引发观看热潮。但其中也充斥着不少医

学错误。电视剧里，贾乃亮扮演的男主角，

在街上遇到一名晕倒的孕妇。当时孕妇躺

在地上，他赶紧用手摸孕妇的肚子，表示

摸不到胎心。产科医生说，妇产科给孕妇

检查时，都是使用胎心监护仪或者多普勒

听筒。光用手摸只能摸到宫缩，无法摸到

胎心。

成都商报记者 桑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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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型中国体

育彩票全国联销 “排

列

3

和 排 列

5

” 第

14243

期排列

3

中奖

号码：

799

， 全国中奖

注数

7145

注，每注奖额

1040

元；排列

5

中奖号码：

79903

，全国中奖注数

13

注，每注奖额

10

万元，派奖每注奖金

10

万元。

●

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

透第

14105

期开奖结果： 前区

10 04

29 32 26

后区

08 04

， 一等奖

2

注，

单注奖金

1000

万元，追加

0

注，每注

奖金

0

元； 二等奖

54

注， 单注奖金

126768

元 ， 追加

14

注 ， 单注奖金

76060

元。

兑彩票

●

中国电脑型福

利彩票云贵川联销

“天天乐”（

22

选

5

）第

2014243

期 开 奖 结

果 ：

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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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

03

、

15

。

一等奖

0

注，单注奖金

0

元。

●

中国电

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 “

3D

”第

2014243

期开奖结果 ：

876

， 单选 ，

15329

注，单注奖金

1000

元，组选

3

，

0

注，单注奖金

320

元，组选

6

，

46485

注，

单注奖金

160

元。

●

中国电脑型福利

彩票全国联销“七乐彩”第

2014105

期开奖结果： 基本号码：

11

、

12

、

20

、

01

、

05

、

22

、

21

。特别号码：

25

。特别奖

0

注，单注奖金

0

元。一等奖

4

注，单注奖

金

1050029

元。二等奖

11

注，单注奖金

28564

元。奖池累计金额

0

元。

备注：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成都市区空气质量预报

今日优良

（据成都市环保局官网）

成都

今日尾号限行

2� 7

今

/

小到中雨转阵雨

21℃～26℃

偏北风

1~3

级

明

/

阴转阵雨

21℃～27℃

偏北风

1~3

级

白露秋分夜

一夜冷一夜

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里， 阳光

穿透云层洒落城市，“秋老虎”小发

了一回威， 午后温江国家基本气象

站的最高温度冲上了28.1℃，再加上

白天湿度都一直维持在70%~96%，

让已经享受了好几天秋凉的成都人

感觉颇有些闷热。 不过秋老虎的这

声“吼”今天就将被雨水打断，从凌

晨起小到中雨就会不时来扰， 部分

地方大雨， 气温也小幅跌落。 俗话

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冷一夜，”昨

天是白露节气， 之后温度下降速度

逐渐加快，早晚温差加大更为明显，

请注意添加衣被，预防感冒。

今天白天，成都及广元、绵阳、德

阳、雅安西部沿山地带阴天间多云有

阵雨或小雨， 盆地其余地方多云间

阴，川西高原和攀西地区阴天间多云

有阵雨或雷雨。今晚到明天白天雨水

来势逐渐增大，盆地各市都阴有小到

中雨，其中广元、绵阳、南充、巴中部

分地方有大雨到暴雨，川西高原和攀

西地区阴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雨。

成都商报记者 王欢

绵阳江油23岁准大四男生冯健，

就读于武汉理工大学余家头校区，是

所在班级的班长。7月16日接到一名初

中同学电话后，冯健去天津打暑期工，

但随后电话经常关机或无人接听，基

本失去联系，直到昨天学校开学，也未

见冯健报到。

母亲郭桂兰曾到天津寻找， 但冯

健拒绝相见，也不告知地方。而冯健到

达天津后，在亲戚、同学处共借了8000

多元钱，称是“女朋友怀孕了”、或是

“生活费”等等。昨日，成都商报记者

联系到母亲郭桂兰和老师王才秀，她

们均怀疑冯健陷入了传销组织。 于是

郭桂兰找到了冯健同学张耀的家人，

但对方表示，张耀已经两年没回家了，

具体做什么工作他们也不清楚。

7月30日下午， 一直处于关机状态

的冯健给郭桂兰打来了电话，但来电地

显示是安徽芜湖。电话中，冯健说自己

在一个建筑工地上做测量工人，工地已

经转到安徽芜湖， 不会与郭桂兰见面。

在家人的坚持下，冯健答应在天津火车

站见面。然而，当郭桂兰等人从塘沽赶

往天津时， 冯健发来短信：“我过得很

好，你们不要找我了，我不会和你们见

面的。”此后，电话又处于关机状态。

第二天，通过电话后，冯健发来一

条短信：“心也累，身体也累了，你们

在哪里，我想要见你们。”郭桂兰急忙

给冯健打电话，但电话依然关机。郭桂

兰只好发短信， 选择在武清人民医院

见面。不过，直到当天晚上11点，冯健

都没有出现，手机也是关机中。

昨日，记者试图拨打冯健的手机，但

仍然处于关机状态。而拨打张耀的电话，

对方称自己在山西，随后挂断了电话。

今天， 武汉理工大学余家头校区

正式上课。但是，冯健仍未回校。不过

他给老师王才秀打了电话，“当我问

他在哪里？什么时候回学校时，他只说

自己在安徽实习，10月份回来，没有透

露其他任何。”

成都商报记者 汤小均

“女朋友怀孕”“借生活费”

四处借钱拒见母亲

绵阳籍大学生疑陷传销

剧集热播

“倒立机”销量增6倍

最近，电视剧《离婚律师》带动了一个名为

“倒立机” 的机器在淘宝网等网络销售平台上

热销。

在电视剧带热“倒立机”后，不少卖家也

顺势打上“离婚律师同款”的标签，对所售倒立

机大肆宣传。昨日，成都商报记者在淘宝网搜索

“倒立机”，结果出现数百种品牌、价位各异的

“倒立机”。记者查询发现，销量第一的某品牌

“倒立机”，在8月中旬还仅售299元，随后逐步

上涨到目前的399元。然而，节节高升的价格却

挡不住疯狂的买家，仅最近一周，该款“倒立

机”就销售出近600台。某网店客服更是坦言，

电视剧播出后，“倒立机”销量增加了6倍多。

保健神器？

“倒立5分钟等于睡眠2小时”

这些售价几百元至数千元的倒立机，标榜

具备多种保健功能。

“治疗与缓解腰椎、颈椎问题”、“减少头

痛”、“减少失眠”……以上的“神效”，是某款

“倒立机”自称的“功效”。另一款“倒立机”

更为夸张，自称倒立的好处包括“不但能够使

人的体形更加健美，而且能够有效地减少面部

皱纹的产生，延缓衰老”，还能“塑形减肥”、

“减少身体上的疼痛”，“更有助于人的智力和

反应能力的提高”。

这些倒立机产品，多宣称“倒立健身法”

是国外十分流行的健身方式。而在他们的夸张

宣传中，“倒立机”具备五花八门的“功效”，

简直可谓保健神器。事实果真如此吗？

市场走访

成都本地难觅踪影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走访市内多家医疗器

械店，均未发现“倒立机”的踪影。一位店主告

诉记者，该店有用于缓解颈腰椎疾病的牵引器

械，但都不是通过将人倒立的方式。“正规的医

疗器械都有国家批号，那些网上买的机器就很

难说。”这位王姓店主表示。

而在人民中路等运动器材店，记者也没有

找到有“倒立机”销售。“倒立机不是常见的健

身器材，我们从来没有卖过。”一家运动器材店

的销售人员陈先生说，“但最近的确有不少顾

客特意打电话向我咨询”。

小张是一家健身俱乐部的教练，有着多年

健身经历的他表示，卖家宣称静止状态倒立能

够“塑形减肥”，完全是夸大其词。“如果自身

不运动，又不配合节食，完全不可能达到减肥

的效果。”小陈笑道，“如果是借助自身的臂力

‘拿大顶’，倒是有可能减肥。”售价几百元的

健身器械也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如果一旦发

生机器松散的情况，后果很严重。

专家释疑

所谓功效并无实证，且存健康风险

倒立机是否真的有这些神奇功效？四川大

学华西医院骨科专家周宗科教授告诉记者，这

些功效都是夸大其词的。“人是直立行走动物，

倒立并不能给身体带来多大好处。” 周宗科表

示，倒立无法根本上纠正颈椎或腰椎等脊椎疾

病，所以也就无法根本上改善诸如颈椎、腰椎、

手臂、腿部酸痛等。

至于“消除脑部疲劳、增强记忆力”，周宗

科认为并无科学道理，至于“倒立5分钟等于补

充睡眠2小时”更是无稽之谈。

除了所谓的“神效”并不靠谱，周宗科介

绍说， 倒立还存在健康风险。“并非什么人、什

么时候都能倒立。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患者，

长时间倒立可能导致危险；即使是十分健康的

人，进食后倒立也对健康不利。”

在《离婚律师》中，当吴秀波得知姚晨在

“倒立机”上待了半个小时后，他连忙提出打

电话叫医生，并解释说不能在“倒立机”上待

太长时间。由此可见，即使是电视剧中，也是点

明了“倒立机”的风险。

靠倒立提高智力？真为这智商着急

《离婚律师》带动“倒立机”热销，专家称所谓功能并不靠谱，勿轻易尝试

火爆

隐忧

脱险者：8月26日

8月26日， 回到合

肥老家后，脱险的小李

估摸着阿武等人携带

的干粮吃完了，在网上

找到黑竹沟派出所电

话后报警求助， 五天

后，又再次报警。

警方：9月3日

昨日峨边副县长、

县公安局长熊师表示，

警方是9月3日才接到

报警，迅速与景区管委

会联合成立了4支搜救

队， 分成4条线路进山

搜寻。

最近，电视剧《离婚律师》走红荧幕，除了姚晨和吴秀波两位久未露面的明星让观众看得过瘾，一种名为“倒立机”的器械在片中出现后，也在

网上卖得异常火爆———淘宝网上，销售最为火爆的网店最近一个星期就卖出近600台“倒立机”。在网店宣传中，“倒立机”被塑造成具备多种保

健功能的“神器”，甚至称“倒立五分钟等于睡眠两小时”。

“倒立机”果真如此神奇？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骨科专家周宗科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倒立并不能给人体带来多大好处，尤其是不能缓解颈

椎、腰椎、手臂、腿部酸痛。倒立五分钟，相当于睡眠两小时的说法，更是没有科学依据。相反，一些特殊人群，如高血压患者，倒立反倒有健康风险。

实验室

那些年

热播剧集中的不靠谱

因为想多睡一会儿， 不愿听母亲

的话起床做作业，昨日上午，家住宜宾

市临港区金凤凰小区的11岁初一男孩

小凯为免责罚， 竟翻出窗台蹲在11楼

雨罩板上。昨日上午10时左右，记者赶

到现场发现，2栋1单元11楼的外墙雨罩

板上，蹲坐着一个男孩，他上方的阳台

窗户上，一名警察探出头，正在与男孩

不停地交流（如上图）。经消防官兵、

民警、街道社区干部、物管、小区热心

业主两个多小时的劝说，男孩获救。

小凯的父亲王先生称， 上午8点

多，小凯的母亲喊小凯起床做作业，小

凯抱怨说连放假也不能睡个懒觉，于

是就躲在卧室不开门， 小凯的母亲找

到卧室钥匙， 情急之下就说要开门进

去打他。“孩子可能就被吓到了吧，一

下子就从窗台翻了出去， 躲在雨罩板

上。”此后尽管父母一再保证以后不再

打他，但小凯仍有抵触情绪，不肯回到

屋内。

成都商报记者 罗敏 摄影报道

“连放假也不能睡个懒觉”

宜宾男孩为避父母责罚

悬坐11楼窗外

延伸

争议

报警时间

不一致

QQ群公告邀请网友探险黑竹沟，小

李（安徽）和李晋（湖南）、伟哥（山东）、

阿武（福建）、老吴（上海）报名参与

5人到达黑竹沟，

开始徒步上山

峨边警方与景区管委会

联合成立4支搜救队，进

山搜寻未果

老吴和小李前面开路，但

阿武等3人没跟上来，后

在神涛林找到失踪者物品

9月3日

8月20日下午

7月20日

8月16日傍晚

电视剧《离婚律师》中出现的“倒立机”

搜救人员正在山里搜救

3

名失联驴友 警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