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伦敦时间，早上7点过，吉胡·阿莎喝着咖啡。谈起30年前的长江漂流，这个当年的唯
一女主漂言语平静，“长漂是我出发的一个点，我就是一条鱼，顺着长江游到了大海……”

1986年的长漂，历时半年，轰动全国。洛阳队、四川队、中美队3支队伍，在夏天的沱
沱河出发，搏击激浪险滩，付出了10人遇难的代价。

长漂30年之际，冯春、张国宪等长漂亲历者正在张罗一场聚会，他们已联系了60多
人，包括当年的队员、指挥部成员、记者、司机、武警公安等。时间初定在11月25日，那是
当年长漂结束，在长江入海口胜利上岸的日子。地点则在建川博物馆，2013年6月3日，长
漂纪念馆在这里成立。6月3日这个日子，也是30年前长漂出发的日子。

队长王岩把这次长漂经历视为人生财富，他说当年的队友后来并不常相见，但这份
经历生死的情永远忘不了。他说，“长漂的记忆属于我们那个时代的人。”

回顾过去的30年，吉胡·阿莎说，长漂结束后，她参加高考，到北京上大学，再远去法
国、英国……成都商报记者与她畅聊两小时，话题跨越30年，从亲情谈到事业，再言及当
年长漂的惊心动魄和如今带着长漂印记的人生……

成都商报记者 杨灵 江龙
图由当事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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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市
交管局获悉，2016 年 9 月 21
日至 2017 年 1 月 25 日，成洛
大道（三环路十陵立交至绕城
高速）及周边路段交通组织将
做调整，成洛大道（和平路至
石灵下街）进城方向断道施
工，实行机动车由西向东出城
单向交通。

具体交通组织做如下调
整：1、三环路十陵立交进出城
方向主线桥及进城方向由东
向南左转匝道、三环路内侧由
北向东左转出城匝道断道施
工，禁止机动车通行；2、成洛
大道（和平路至石灵下街）进
城方向断道施工，实行机动车
由西向东出城单向交通；3、和
平路（成洛大道路口至石灵下
街路口）实行机动车由南向北
单向交通；和平路与石灵下街
交叉口南口禁止货运汽车直
行驶入和平路和右转弯驶入
石灵中街；4、成洛大道（东兴

路口至和平路口）由东向西进
城方向禁止黄牌照货运车辆
通行；5、成洛大道（东洪路中
段路口至蜀王大道路口）继续
维持机动车由西向东出城单
向交通。

交警提醒，施工期间需经
三环路十陵立交由西向东出
城的机动车，请通过十陵立交
由西向北左转匝道驶往成南
立交方向，利用新开设的主辅
道出口驶入东三环路三段辅
道，经灵龙路、蜀王大道绕行。

需经三环路十陵立交进
城的机动车，请经灵龙路、东
三环路三段主道、成南立交转
换进城，或在成南立交底层调
头，经东三环路三段辅道，驶
回槐树店路进城。

需经成洛大道（和平路口
至石灵下街路口）由东向西进
城的机动车，请经和平路、石
灵下街绕行。

成都商报记者 张肇婷

为答谢客户对个贷中
心一直以来的信任与支持，
9 月个贷中心推出免费大
放送活动——免费办理信
用卡即送 POS 机，更多好
礼可拨打028-86748844申
请。真真正正的免费，尽在
个贷中心！

个贷中心为企业发展、
自主创业提供贷款支持，急
需贷款的个人和企业拨打
电 话 028-86748844，或 者
直接去体育场路 2 号成都
银行4-7楼，天府广场旁。

申请银行贷款都有机
会享受无抵押、额度高、银
行利息低至3厘、放款快的
贷款产品，最高额度可达
3000万。
无抵押社保/公积金快速贷

最新推出的无抵押轻
松办贷款，想要贷款的朋友
可凭借每月工资放大60倍
来办理贷款，月息最低 2.5
厘，也可通过单位购的社保
公积金做放大贷，还可用个
人保单做放大贷款，将年缴
保费放大 60 倍，可同时受
理多张保单。
银行贷款利息低至3厘

只要贷款人名下有全款
房、按揭房、全款车、按揭车、
营业执照、公积金、
社保、保单其中任意
一样，均可办理银行
贷款；资料齐全，当
天就可放款。

个贷中心推出

了包括信用、保单贷款、不动
产抵押、车贷等组合方式的多
种贷款品种。可做到贷款利息
3厘，且不抵押您任何东西。还
款方式多样，贷款下来后使用
才计息，不使用无任何利息。
一次办理，可终身反复使用。
车贷2小时放款

针对车抵贷，一般当天就
能申请到贷款，且月息仅为8
厘。个贷中心推出新政策：按
揭车和租赁公司的车以及装
过GPS的车都可以申请。

张女士急需25万生意
周转，因欠货款未到位，直
接将车开到个贷中心，在信
贷经理掌握详情后，为她安
排评估师，30 分钟左右就
解决了资金问题。
信用违约个贷帮忙

征信记录不良，影响多
个方面。当您信用卡无法正
常归还或贷款临近到期时，
拨 打 个 贷 中 心 电 话 ：
028-86748844 我们帮你解
决后顾之忧。

只要您想贷款，不管有
无抵押，我们都将为您办理
最低利息的银行贷款。

贷款、工商、资质升级，
企业一站式服务，就在个贷
中心。

豪礼相送 免费贷款 就在个贷中心

成都市区空气质量预报

今日良至轻度污染
AQI指数：67～110

温馨提示:某些污染物可能对极少数异常敏感人群健
康有较弱影响，极少数异常敏感人群应减少户外活动。
（据四川省气象台、成都市环保局）

成都

今日 阴转小雨 20℃~27℃ 偏南风1~3级
明日 阴转小雨 20℃~25℃ 偏南风1~3级

今日
尾号
限行 1 6

●电脑型中
国体育彩票全国
联销“排列 3和排

列 5”第 16248 期排列 3 直
选中奖号码：727，全国中奖
注 数 4119 注 ，单 注 奖 金
1040 元；排列 5 中奖号码：
72713，全 国 中 奖 注 数 46

注，单注奖金 10 万元。●电
脑型中国体育彩票 7 星彩
16107 期 开 奖 结 果 ：
0582641，一等奖 0 注。二等
奖 9 注，每注奖额 36383 元。
12270696.80 元奖金滚入下
期奖池。

兑彩票

●中国电脑型
福利彩票四川联销
“3D”第2016248期

开奖结果：139，单选334注，
单注奖金 1040 元，组选 3，0
注，组选6，642注，单注奖金
173元。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
票全国联销“双色球”第

2016106期开奖结果：红色
球号码：13、04、30、22、05、
25，蓝色球号码：04。一等奖
6 注，单注奖金 8341196 元。
二等奖 119 注，单注奖金
210579元。滚入下期奖池资
金1036874166元。

（备注：以上信息以开
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9月21日起成洛大道
机动车出城单向通行

长漂胜利在望时，吉胡·阿莎开始准备
第二年的高考。1987年，她考上中央民族大
学新闻专业。吉胡·阿莎说，漂完长江后，她
在《中国青年报》上连载了自己写的《漂长江
的彝家阿妹》，并上了《人民画报》的封面。

在北京读书时，吉胡·阿莎遇上一个法
国男士，两人一见钟情，然后她跟男友去了
法国。后来，她和男友分手，一个人在巴黎
生活，开始写小说《扬子江的女儿》，并在法
国出版。后来，吉胡·阿莎和一个美国青年
结婚，去了英国，偶然的机会又做上了房产

投资，结果短短几年，她赚了不少。
而困难的来临也如激浪。这段婚姻出现

波折，2004年，一场耗时三年的离婚官司让
她失去了很多，包括两个女儿的抚养权。10
多年的努力，一下两手空空。她一度觉得天
昏地暗，最终让她走出阴影的还是长漂的

“启示”，“我还活着，这些事情算什么呢？”
吉胡·阿莎说，她学会了感恩。“长漂给

我的生命垫了底，这个底塑造了现在的
我。”从四川大凉山出来，她的人生是另一
段漂流。

当年唯一女主漂吉胡·阿莎：

长漂塑造了现在的我
“活下来的每一天都是幸运的”

吉胡·阿莎
生于凉山，现旅居英国，

主营房产投资。1982 年，吉
胡·阿莎从四川省高等警官学
校毕业，分配至西昌市公安局
工作。1986年，她加入“中国
长江科学考察探险队”，成为
探险队中唯一的女主漂队员。
2006年，吉胡·阿莎出版自传
体小说《吉胡·阿莎：我要做我
想做的一切》

“今天起晚了。”吉胡·阿莎说，
前一天参加完一个活动后，她穿着
拖鞋步行了12公里，“回家后有点
累”。她热爱运动，每天早上6点起
床，游泳 40 分钟或在健身房待上
一小时，“英国的奶酪太好吃，我得
多运动。”

她说在伦敦很忙，每天一晃就
过了。除了打理工作，还要照顾两
个女儿和侄儿。她还要参加各种社
会活动，帮助社区的孤寡老人，参
加文化沙龙，看演出……她把每天
的日程排得满满的，喝完咖啡，就
要出门。

她喜欢这种生活。两个女儿是
她最大的财富，老大读大二，老二
读高二，两个孩子都很独立，学习
优异。多年前，哥哥病逝，吉胡·阿
莎把嫂子和侄儿侄女一起接到英
国。现在，她又在照顾妹妹的儿子。

她说，她必须坚强，她就是这
个家庭的一把大伞。

吉胡·阿莎学会了“忘掉过去，
拥抱现在和明天。”今年春天，她待
在凉山，守在 80 多岁的老父亲身
边，侍弄自己在西昌邛海边的“橄
榄山”。这片山坡是她10年前承包
下来的，有一个山庄、一片芭蕉林、
一片橄榄树，平时交给亲戚照看。
但每次回来，她都会参加劳动，栽
树、种菜……

她觉得长漂已经离她远去，她
已经很少与人提及。直到前不久，
旅居美国的好友、当年的长漂队友
杨斌邀请她和当年的老队友们聚
聚。最近，杨斌正好回到成都。

队长王岩说，这个聚会计划在
11月份，于成都举行。吉胡·阿莎没
有考虑清楚到时能不能去，“有点
忙，也不知道聊什么了。”

30年前，吉胡·阿莎还在西昌市公安局
当警察。一天，她在操场晨跑时从广播中
听到，“中国‘长漂’第一人尧茂书在金沙江
牺牲了，中科院成都分院准备组织一支漂
流队，组委会已在成都建立。”

早在1979年，尧茂书就萌发了漂流长
江的愿望，随后他在金沙江试漂，到长江源
头和虎跳峡勘察水情。1985年，美国职业
探险家肯·沃伦拿到漂流长江的许可，并与
中方达成协议，训练三名中方队员，组成中
美联合长江漂流队（简称“中美队”）。这被
美国报纸称为“人类对地球的最后一次征
服”。尧茂书当时对记者说：“中国人的长
江，应当由中国人完成首漂！”

得知中美队将在当年8月下水后，6月
20日，尧茂书从长江源头沱沱河下水，7月
24日他在金沙江遇难。尧茂书的牺牲，激发
了更多人去漂流长江的英雄情怀，很多人自
发组织起来要沿着他的足迹继续前进。那
天，听了广播，吉胡·阿莎心里一动，她觉得
这是她要去做的事情。“那时候，做英雄、去
冒险的想法总在心中激荡。”她找到中科院
成都分院毛遂自荐，“我在金沙江边长大，我
可以代表妇女群体……”结果，她被选上了。

王岩也是看到有关尧茂书的报道从天
津赶到四川的。那时，他是一名海员，算是漂
流队里“经验”最丰富的一位。宋元清加入漂
流队前，是汉源县电影公司一名干部，那年
他38岁，是漂流队里年龄最大的一位。

因资金问题，1985 年 8 月，肯·沃伦率
领的中美队并没成行。一年后的 7 月 21
日，当中美队从沱沱河下水时，四川队、洛
阳队早在一个月前就出发了。下水前，四
川队在尧茂书遗留草帽之地立下“长江之
源”纪念牌，并举行了正式的漂流仪式。

吉胡·阿莎所在的四川队，全称其实
是“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探险队”。当年的指
挥部成员解晋康说，那时，民间自发组织
的漂流情绪非常高，对长江上游的科学考
察也是空白。因此，由中科院成都分院组
织的科考队和民间发起的漂流探险队自
然结合在了一起。因得到政府支持，相较
民间自发组织的洛阳队，四川队阵容甚为
庞大。但两队都刚刚组建，并无漂流经验。

四川队用了18天漂完沱沱河。一路有
惊无险，基本还算一趟有些新奇的旅程。

真正的考验，是过曲麻莱县进入通天
河后。翻船，落水，人是上岸了，但冲走了14
部相机和大部分行李。漂完 800 公里通天
河，进入金沙江，死亡接连发生。刚过通迦
峡不远的叶巴滩，四川队的孔志毅和洛阳

队的杨红林、张军三名队员同时遇难。他们
乘坐的密封船被撕开一条大口子，三名队
员沉入江中。在虎跳峡，洛阳队的孙志岭落
入巨浪遇难。他的队友郎保洛漂到一处石
缝中，三天后才营救上来。记者万明在漂流
虎跳峡时被落石砸中遇难……成功漂流虎
跳峡的当晚，全队痛饮，烂醉如泥。

因漂流叶巴滩时有队员牺牲，出于安
全考虑，队里决定，金沙江女队员就不要上
了。“作为一个漂流队员，不能漂流险滩还
有什么意义？”虎跳峡以下，最险的当数被
称为“滩王”的老君滩，吉胡·阿莎连夜找到
指挥部领导，最后一次请求漂“老君滩”。

解晋康介绍，指挥部最后决定由吉胡·
阿莎、宋元清、杨斌组成小分队漂老君滩。为
应对金沙江，洛阳队、四川队设计了一款密封
船。吉胡·阿莎对密封船的印象并不好，“空间
较小，只能装两袋氧气，全身蜷在橡胶味道
中，让我感受到了什么叫恐怖。”她后来很长
一段时间都做着在黑暗中被活埋的噩梦。

经过老君滩的头道滩时，船和人都失去
平衡，像掉在空中一般，三个人都吐了。漂流
老君滩时，王岩带领的接应船被打翻，密封
船靠不了岸。好在王岩和几个接应队员爬上
密封船，割开绳子打开了舱门。漂了30公里
后，遇上了一位老乡的小船，但小船只能载3
人。最后，三名接应队员上了老乡的船，王
岩、宋元清、杨斌、吉胡·阿莎留在了漂流船
上。前面马上就要到另一个险滩白鹤滩了，
他们只有跳水。吉胡·阿莎的救身衣没拴紧
被冲跑了，潜流把她往下扯……马上就要被
冲进白鹤滩的巨浪里了，30米、20米……那
一刻，吉胡·阿莎很绝望，脑里只有一个念
头，“我不想死，我太想活了。”她拼尽全力地
游，最后终于游进了滩前的最后一个回水，
抱住了江边的一块石头。

宋元清没来得及跳船，他趴在漂流船
上，迅速朝下游冲去……后来，在下游100
公里的巧家县，宋元清被打捞上来时已意
识模糊。几天后，洛阳队漂老君滩，接应失
败，队员雷志遇难。而就在中方队员想尽办
法漂虎跳峡时，9月中旬，中美队在叶巴受
挫解散，结束长漂之旅。

1986年的长江漂流，三支队伍共有10
人遇难。包括美国摄影师西皮、四川队的孔
志毅，洛阳队的杨红林、张军、洛阳队的孙
志岭，记者万明、洛阳队的雷志，以及后来
四川队补漂虎跳峡以上江段牺牲的王建
军、王振、杨前明。“我活下来的每一天，都
是幸运的。”吉胡·阿莎说，“那么多人死在
了金沙江里，我还活着。”

“人生的每一步，都是探
险，未知的险滩，你怎么知道
会在哪里出现？”

队长王岩说，这么多年
过来，每个人朝着不同的方
向出发，但每个亲历者都受
到了长漂或多或少的影响。
他后来做了企业，也常常在
想，很多品质是从长漂的经
历得来的，比如说坚强，勇敢
……“人生的每一步，都是探
险，未知的险滩，你怎么知道
会在哪里出现？”

杨斌、冯春、宋元清也都
如此感慨。杨斌依然记得那
时的阿莎，看起来不像警察，
不像个女孩，大家在一起就
是哥们，“她性格开朗，有点
大大咧咧，很快就和大家打
成一片……”

30年过去，他们每个人
都走在自己的生活轨道里。一
起长漂的队友中，王岩如今在
浙江做企业，杨斌在美国经营
商务旅游，宋元清一直住在汉
源潜心于龙舟设计，冯春至今
还从事着漂流事业……

吉胡·阿莎干着房产投资，
她在剑桥、伦敦等地购下多处
房产，然后按自己的“喜好”装
修，房产也随之升值。她觉得她
经营的不是房产，是艺术品。

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另
一段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吉
胡·阿莎，她将自己的故事写
在了小说《吉胡·阿莎：我要
做我想做的一切》里。

长漂影响了他们什么？
很多品质从长漂得来
比如说坚强、勇敢……

远去的长漂
和宁静的咖啡

人在
伦敦

毛遂自荐参加长漂队
热血女警勇漂金沙江死里逃生

长漂
往事

参加高考 异国打拼 遭遇婚变
“长漂启示”让她走出人生低谷

人生
“漂流”

大渡河漂流训练中，左起冯春、何平、三郎、吉胡·阿莎、王岩 杨前明摄

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探险队在长江上游通天河巴雾滩 杨欣 摄

长长漂漂3030年年
回望回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