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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军区某旅赴海拔5100米地区
开展实兵对抗和实弹射击训练

西藏军区某旅日前首次开赴海拔5100米
陌生地域环境，开展战场环境分析、战斗行动
指挥、作战协同运用等实兵对抗和实弹射击
课目训练，全面检验了兵种融合遂行军事行
动能力。

这个旅力量编成和结构调整后，单一兵种
向合成方向发展，对战斗编组、指挥、协同等要
素提出了更高要求。他们立起战斗力标准尺
子，狠抓军官指挥技能训练，对指挥控制系统、
作战单元合成、营造实战化环境集中研讨；组
织“创破纪录”群众性练兵活动，打牢人才基
础；坚持每周一次全员战备拉动，将部队拉到
复杂地域、实战环境反复摔打磨练，检验备战
水平。同时，他们坚持在高海拔地区组织实兵
训练，抓住高原复杂天候对人体机能、装备性
能都会产生诸多影响的天候条件，记录训练参
数，为实战化训练提供可靠借鉴。

通过这次高海拔实兵训练，这个旅采集10
余组武器装备作战数据，3项新战法得到实战
检验，2项前期研讨成果转化为实际战斗力，还
探索出兵种融合、攻防结合等新型合成化发展
训练路子。 据新华社

美军舰再次擅入中国西沙群岛领海

外交部：严重的政治和军事挑衅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 2 日就美国“斯特西
姆”号导弹驱逐舰擅自进入中国西沙群岛领海
事答记者问时表示，美方再次派遣军舰擅自进
入中国西沙群岛领海是严重的政治和军事挑
衅行动，中方对美方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
坚决反对。

有记者问：据外电报道，2日，美国“斯特西
姆”号导弹驱逐舰进入中国西沙群岛领海。请问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陆慷说，2日，美国“斯特西姆”号导弹驱逐
舰擅自进入中国西沙群岛领海。中国随即派出
军舰和战斗机对美舰实施警告驱离。

陆慷指出，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中国政
府于 1996 年公布了西沙群岛的领海基线。中
国有关法律对外国军舰进入中国领海有关事
宜作出了明确规定。

陆慷说，美方打着“航行自由”的旗号，再
次派遣军舰擅自进入中国西沙群岛领海，违反
中国法律及相关国际法，严重侵犯中国主权，
破坏有关海域的和平、安全和良好秩序，危及
中方岛上设施及人员安全，是严重的政治和军
事挑衅行动。中方对美方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
满和坚决反对。

陆慷表示，当前，在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共
同努力下，南海局势趋缓降温，并不断呈现积
极发展态势。美方刻意在南海挑起事端，与地
区国家求稳定、促合作、谋发展的共同愿望背
道而驰。

“中方强烈敦促美方立即停止此类严重侵
犯中国主权、威胁中国安全的挑衅行动。中方
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安
全。”他说。 据新华社

“30万”玉镯摔断了
晕倒的女游客失联了
红星新闻记者赴瑞丽姐告玉城还原事件始末
律师称游客“跑路”说法不当

■6月27日上午，云南省德宏州瑞丽市姐告玉城内，游客费
建勤失手打碎了商家林某一个喊价30万的手镯后晕倒。
■该事件发生后经多重发酵，引发社会关注，公众质疑“地摊
货”是否值此天价、中间鉴定机构的结论是否权威等。
■红星新闻记者专赴瑞丽姐告玉城，还原事件始末。

监控视频
最初赔偿价25万
女游客逐渐晕倒

这起引发社会高度关注的“天价翡翠”事
件，发生时间为6月27日上午，事发地为姐告
玉城“林氏翡翠”柜台。该柜台由3名商户租赁，
商人林氏只是其中之一。

姐告玉城的管理方，为德宏州姐告玉城实
业责任有限公司。该公司提供给红星新闻记者
的监控视频显示，10时10分，费建勤缓步逛至

“林氏翡翠”柜台，她穿着一身深色衣服，左手
拎着一个挎包。

林氏翡翠柜台有两名女性工作人员，姐告
玉城的管理方介绍，负责接待费建勤的是一名
缅甸籍女服务员，当时双方没有进行太多交
流，费女士也并未询价。

10 分 22 秒，费建勤从柜台上拿起一个镯
子。10 分 25 秒，费建勤把镯子往左手上戴。10
分35秒，镯子摔地，玉碎声和惊呼声吸引附近
经营者纷纷扭头。

随后，费建勤在地上分两处捡起摔碎的手镯。
此后双方一直就赔偿事宜交涉。德宏州姐

告玉城实业责任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月超介绍，
这个交涉的过程一共有10余分钟，“缅甸籍员
工喊价是30万，因自己不能做主，最初提出的
赔偿价格是 25 万，但费建勤说自己身上只有
1.3万，她电话叫来同伴，也只能凑齐1.5万。”

由于差价巨大，费建勤和林氏翡翠的交涉
一直没有结果。坐在柜台前凳子上的费建勤慢
慢晕倒，玉城的部分商家参与了急救。

120赶到后，医生对费建勤进行全面检查，
确定其并无大碍。随后双方继续交涉，“一直交
涉到下午6点，还是没有结果，这才选择报警。”
李月超说。

未见争执
老板店员态度始终很好
愿赔偿但超出能力范围

“我是费建勤，江西上饶人。”红星新闻记
者掌握了两段拍摄于当日的视频，费建勤对自
己的行为做出解释。

费建勤告诉商城管理方，她“家里遇到了
很多事”，这次到云南是为了散心，她有不吃早
餐的习惯，当天也是空腹出门。

费建勤说，她这趟行程是自由行，没有报旅
行团。行程中她遇到两个浙江人，但相互之间连
名字都不知道。两名浙江人称比较懂翡翠，会砍
价，于是他们当日一起结伴来到姐告玉城。

进入玉城后，一行人分散，各自寻找喜欢
的玉石。费建勤独自一人来到“林氏翡翠”，“我
看到了那个手镯，觉得非常漂亮，于是试戴了
一下。我问多少钱，店员说要30万，我说这个东
西太昂贵，没有这个经济能力，这就把手镯从
手上褪下来，一不小心就掉在地上。”

在监控视频中，红星新闻记者没有见到林
氏翡翠与费建勤有争执场景。

费建勤表示，“老板、店员的态度始终都很
好，并没有说难听的话。我愿意赔偿，但没有这
个能力，所以只能一直说对不起。”她称，她休
克之后，林老板还安慰她说破财消灾。

姐告国门派出所进行了调解，该所一位副所
长称，由于是消费纠纷，双方冲突也不大，派出所
并没有做笔录，最后建议双方走司法途径解决。

林氏翡翠回复红星新闻记者，目前他们已
全权委托律师处理此事。

碎玉碎玉
之后之后

6月27日10分35秒，
镯子摔地，玉碎声和惊呼
声吸引附近经营者。

随后，费建勤在
地上分两处捡起摔
碎的手镯。

交涉一直没有结果。
坐在柜台前凳子上的费
建勤慢慢晕倒。

姐告玉城距中缅边境线不足
10分钟的步行路程。

2000年，受政府优惠政策吸
引，玉城公司股东决定在姐告选
址建造玉城，当时这里尚是一片
不毛之地。经过近 20 年的发展，
姐告玉城逐渐成了知名的翡翠毛
料集散中心。

李月超称，它之所以有今天，
最初是由做毛料的广大缅甸商人
撑起来的。

姐告玉城的最大特点，在于
它的“早市”，中午 1 点前这里人
流如织，之后便关门歇业。李月超
说，这种现象的产生原因之一，是
中午、下午天气炎热，缅甸商人在
这个时段喜欢喝茶休憩。姐告玉
城目前有商户1800余户，其中缅
甸商人占30%左右。

凡在这里买卖者，大多在瑞丽
市区拥有自己的铺面。来自山东的
玉石商人王其鹏介绍，这里的地摊
是全世界最昂贵的地摊之一，很多
摊主开着数百万的豪车，拎一个旅
行箱到此摆摊，一颗小小的戒面动
辄价值上百万甚至上千万，30万的
翡翠手镯只是普通货。

从2011年起，福建人白洁就
开始到姐告玉城“摆地摊”，其铺
面从当年的0.5米增加到了现在5
米。她说，和店面买卖不一样，姐
告玉城是自由交易市场，挑选空
间大，“大家知根知底，没人会漫
天喊价。”

“我们不是旅游购物点，无一
辆旅游大巴停在姐告玉城附近。
我们的特点，是像买菜一样自
由。”李月超说。

新闻多一点新闻多一点

走进走进
姐告玉城姐告玉城

很多商人开豪车摆摊
30万玉镯只是普通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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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发言人耿爽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
示，印度派遣武装力量越过已定边界，违背了历
史界约，违背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基本
原则以及印度政府的一贯立场，性质非常严重。

有记者问，请问中方为什么认为这次印度
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锡金段越界行为的性质
比以往更严重？

耿爽说，此次印军越界事件发生在中印边
界锡金段已定边界，与以往双方边防部队在未
定界地区的边境摩擦对峙有本质不同。

他介绍，中印边界锡金段已由1890年《中
英会议藏印条约》划定，印度历届政府多次以
书面形式对此予以确认，承认双方对锡金段边
界走向没有异议。“条约必须遵守，这是国际法
的基本原则。”

他表示，中方已多次向印方提出严正交
涉，要求印方遵守边界条约规定，尊重中方的
领土主权，立即将越界的边防部队撤回边界线
印方一侧。

耿爽说，1890年《中英会议藏印条约》由中
国清朝政府和英国双方正式签订，规定了中国
西藏和英属锡金之间的边界。新中国成立之后
和印度独立以来，双方历届政府均承认该条约
的有效性，并在一系列官方文件和会谈中反复
确认。该条约无论对中国还是印度都是有效
的，具有法律约束力。

他介绍，该条约规定锡金段边界线沿分水
岭而行，明确说明该段边界线东起“支莫挚
山”，西至与尼泊尔交界处，沿分水岭而行，非
常清楚明确。而且在实地分水岭具体位置是清
楚的，双方长期以来按照这一已定界进行管
辖。遵守该条约及其划定的边界线是印度政府
必须履行的国际义务。

有记者问，近日，印方称中印边界锡金段
还有待划定，你对此作何回应？中方是否有具
体证据，证明印方曾承认《中英会议藏印条约》
确定了中国西藏同锡金的边界？

耿爽说，中印两国政府间的往来文件显
示，印度独立后，印度总理尼赫鲁代表印度政
府多次明确承认1890年《中英会议藏印条约》
确定了中国西藏同锡金之间的边界。

据耿爽介绍，1959年3月22日，印度总理
尼赫鲁在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中表示，“印度的
保护国锡金同中国西藏地方的边界，是由1890
年的英中条约所确定，1895年共同在地面上标
定。”同年9月26日，尼赫鲁总理复信周总理时
明确表示，“1890年的条约确定了锡金和西藏
之间的边界。这条线在1895年加以标定。关于
锡金同西藏地方的边界，不存在任何纠纷。”

“从上述可以看出，印方现在的做法无疑
是对印度政府一贯立场的违背。”耿爽说。

据新华社

印度派遣武装力量越过已定边界
外交部：性质非常严重

此次事件此次事件““与以往边境摩擦对峙有与以往边境摩擦对峙有
本质不同本质不同””

红星新闻记者掌握的两段视频，记录了费
建勤事发后部分行迹。其中一条视频显示其坐
在疑似游船上。

那么，费建勤能“跑路”，有必
要“跑路”吗？

云南凌云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
李春光认为，此事件中，游客费某有
明显过错，经营者也有明显的责任，

“游客承担主要责任，经营者要承担
一定的责任或者说次要的责任。”

他认为，对于那些不懂如何
佩戴手镯的游客，经营者要能预
见风险，为降低这种风险产生，经
营者就应该采取铺设足够厚的地
毯等措施。

至于费某“跑路”的解读，李

春光认为不太恰当，“既然公安部
门介入了调解，那么游客的身份
是被确定的。费某拒绝通过调解
方式解决纠纷，商家可直接诉讼，
不存在跑路一说。”

他说，经营者如认为侵权行
为人拒绝和解，可以直接起诉，但
法院判令对方赔偿多少钱和对方
能赔多少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该赔多少是根据双方的责任和商
品的价格决定的，能赔多少则是
根据对方的履行能力决定的，判
赔多少但对方无能力，法院的判

决也不一定得到完整的执行。
7月3日，红星新闻记者从瑞

丽市人民法院立案庭了解到，目
前，林氏翡翠尚未到法院提请民
事诉讼。据悉，瑞丽市人民法院此
前打算组织的一次庭前调解，费
女士称自己身体有恙，调解延迟
一日，但次日费女士即失联。

而在事发地姐告玉城外，已
多了一块“友情提示”牌，上面书
写“本市场……珍贵珠宝玉石较
多，请顾客朋友轻拿轻放，如有损
坏，照价赔偿”。

除国门派出所，当地市场监
督管理、姐告工管委、旅游部门等
多部门纷纷参与了此纠纷的调
解，但未成功。

“地摊货”是否值30万天价？
此事经社交媒体传播后迅速发
酵，姐告玉城乃至整个云南的旅
游、玉石两大市场饱受质疑。

6 月 28 日，瑞丽官方就此事
发布调查结果称，此事为意外事
件，现场并没有发生强买强卖、欺
诈、胁迫、诱导等违法相关法律、
法规的行为。

调解期间，林氏翡翠提供了
由云南省珠宝玉石质量监督检验

研究所出具的《天然翡翠饰品合
格证书》。

瑞丽市宝玉石协会评估专
业委员会的专家也到调解现场
对手镯进行价值评估。由该协会
常务副会长储云春等三人所作
的评估意见称，价值人民币18万
元整。意见称，该评估依据当前
瑞丽翡翠市场价进行，仅供参
考。三名评估人还建议，损坏手
镯可使用镶嵌包金方式修复，依
旧美观可佩戴。

不过，评估非但没能化解纠
纷，反而让此事招来更多质疑。其
中最大的质疑声是：喊价30万的

手镯，为何鉴定只值18万，为什么
一下子“缩水”12万？宝玉石协会
的鉴定，可信度、权威度又有多少？

参与此次评估工作的储云春
解释，这是一条原条手镯，相比扁
条镯更费料，该手镯质地较细腻，
飘的是绿花，相比飘蓝花价格更
高。他说，翡翠的种水、质地、颜色
非常复杂，在国际上也没有一个
标准的价格评估体系。

玉石商人白洁（化名）介绍，
灵动感强、颜色嫩、晶体细腻、杂
质少、水头老等因素，是行业评估
一块好翡翠的依据，但这需要具
备多年经验者才能作出判断。

李月超认为，不是没有办法
解决当前各方的困惑，“只要她真
的能证明自己无力赔偿，公司和
市场的一些爱心商家都愿意资
助。”

玉城工作人员称，费建勤当
时含糊其辞，“她诉苦称自己江西
老家有两三套房子，但因为丈夫
治病的原因变卖了，可她一会说
丈夫病重，一会又说丈夫死了；一
会说儿子还没大学毕业，一会又
说儿子已经工作了。”

“但现在的问题是，她昨天（6

月29日）开始就电话失联，和我们
玩消失。”6月30日，李月超在其办
公室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外界误解
越来越深，他们不得不隔空喊话，
希望费建勤女士为玉城正名。

“林氏翡翠喊价30万，不代表
这只手镯就需要30万成交，它有
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如果费建
勤不认可瑞丽市宝玉石协会的评
估，她可以找其他地区的机构来
评估。”李月超说。

姐告玉城的“愤怒”还在于，
费建勤在“摔坏30万手镯”事件后

竟然还有心情游山玩水。
红星新闻记者掌握的两段视

频，记录了费建勤在事发后的部
分行迹。一条视频显示其坐在疑
似游船上，另一条视频显示其坐
于某红木门店前，两段视频有画
外音称：“摔坏 30 万玉镯的费女
士，开心得要命，逃跑了！”

红星新闻记者证实，两段视
频分别摄录于瑞丽边境某河段及
市区一红木工艺店门口。红木工
艺店的视频摄录于 6 月 28 日，此
前费建勤在此选购过部分商品。

为什么一鉴定就“缩水”12万？
多部门介入调解 鉴定人回应质疑解释评估依据

摔坏“30万”手镯后游山玩水？
姐告玉城方面称女游客“玩消失”，隔空喊话求正名

游客“跑路”说法不恰当

判赔和能赔是两个概念
律师
观点

再起
风波

鉴定
之疑

红星新闻记者 刘木木 发自云南瑞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