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男子廖某违规穿越四
川九顶山，因为不熟悉地形，加
上遇到降雪起雾等极端天气，被
困九顶山迷雾之中。

5月24日，一名成都女子唐
某到茂县报警，她的儿子已经失
联七天，请求当地警方帮助。茂
县当地警方接到报警后，先后组
织了两支共21人的队伍进山搜
救，于6月1日将满身是伤的廖某
找到，将其带到安全地带。

3日，茂县公安局南新派出所
副所长张全明接受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采访时介绍：“我们找
到他时，他已经吃了两天草！”

家人报警
男子攀登九顶山失联7天

5月30日下午16时许，茂县公
安局南新派出所民警接唐某报警
称，其子廖某于5月24日前往茂县
南新镇九顶山登山，已经失联7天，
请求公安机关帮助寻找。

接警后，民警立即与茂县九
顶山太子岭滑雪场取得联系。

经过核实，廖某于5月26日购
买景区门票骑自行车进入景区后
失联，情况紧急，南新派出所继续
寻找廖某相关线索，九顶山太子
岭滑雪场则安排4名当地员工作
为第一梯队先行上山搜寻。

母亲唐某介绍，廖某此行的
目的就是攀登九顶山主峰狮子
王峰。

考虑到前往九顶山狮子王
峰路程较远、没有信号、天气多
变、山高路陡、人员失联时间较
长等情况，茂县公安局立即增派
6名民警和南新派出所民警、九
顶山太子岭滑雪场部分当地员
工，组成21人的搜救队直奔九顶
山狮子王峰附近搜救。

进山搜救
男子被找到时已断粮

5月31日中午12时许，搜救队在
九顶山“白龙池”（小地名）附近的树
林里找到了廖某的自行车，“他的自
行车是锁在黑龙池树上的，我们判
断他进山了。”张全明介绍，当晚，搜
救队伍搜寻至九顶山“大草坪”（小
地名）未果，就地安营休息。

张全明介绍，搜寻期间，山
上下雪，气温较低，对搜救队伍
是一种考验，搜救队伍也开始担
心廖某的安全。

6月1日一早，搜救队继续前
往狮子王峰附近搜寻，13时许在狮
子王峰附近找到失联人员廖某。

“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断粮
了。”民警介绍，搜救队找到廖某
时，廖某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双
手十指缠满了创可贴，鞋子底部已
经嵌满了石片，双脚多处被划伤。

廖某称，自己此行就是为了
攀登九顶山狮子王峰，但登上狮
子王峰后由于雾大路滑，自己迷
失了方向，为了确定自己方位，他3
次爬上狮子王峰确定坐标，但是
还是失败了，又扭伤了左脚，其间
他曾打算放弃，但是想着家人，要
活下来，他已经吃了两天草了。

民警在检查完廖某的身体
状况后，赶紧从背包里拿出面
包、饼干和功能饮料递给廖某。

待廖某吃完食物体力有所
恢复后，搜救队一路护送廖某下
山，并于当日18时许到达九顶山
太子岭滑雪场，安全地将廖某带
到其母亲唐某身边。

警方提醒
请不要攀登未开发区域

茂县当地警方提醒：无论是

专业驴友，还是普通游客，请不
要去攀登野山和未开发的旅游
景区，不要贸然进山。登山时应
量力而行，若遇险情要立刻停止
登山并报警求助。挑战极限、探
索自然、深入绝境，彰显勇敢与
意志，这些本都是值得推崇与赞
赏的行为，只是，这种个体的自
我实现行为，不应该建立在违反
法律条例，破坏自然、浪费公共
资源的基础之上。挑战自我、探
索生命极限没问题，但“道路千
万条，遵守规则第一条！”

对于廖某违规穿越的行为，当
地相关部门将进一步作出处罚。
王涛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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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强（化名）开着一辆宝马上了高
速，很快就与跟在他后面的便衣民警
拉出长长一段距离。

警方此前调查发现，阿强涉嫌多
次在附近村庄盗窃村民鸡鸭。为逃避
警方抓捕，阿强将宝马车开回老家藏
匿起来。不过，当他换乘一辆摩托车出
门后，被蹲守在附近的民警抓个正着。

让民警想不通的是，阿强平时给
人的感觉是，家里经济条件不错，为何
会频繁偷盗村民鸡鸭呢？阿强事后告
诉民警，因为自己最近经济状况出了
问题，偷盗鸡鸭，是为了补贴油费。

6月3日，记者从四川广安邻水警
方获悉，阿强目前因涉嫌盗窃已被警
方刑拘。

今年4月以来，广安市邻水县两河
乡辖区内，连续发生多起村民鸡鸭被
盗的案件。

接到村民报警后，邻水县公安局
袁市派出所随即介入调查。民警通过
调取沿线道路监控发现，凌晨一两点
左右，一辆车牌被故意遮挡的摩托车
很是可疑，而骑摩托车的人，是一名身
材微胖的男子，不过面部看不清楚。

经过走访摸排调查，警方很快锁
定了嫌疑人阿强。通过进一步的摸排，
警方又锁定了经常到阿强家里收购鸡
鸭的鸡贩子，不过经过后期调查，警方
排除了鸡贩子共同作案的嫌疑。

5月22日下午6时许，警方在摸清
了阿强的落脚点后，决定收网。“当时
发现他在邻水县城，为了避免打草惊
蛇，我们开便车去找他。”6月3日，办案
民警向记者回忆说，阿强当时似乎意
识到不对劲，驾驶一辆宝马轿车在邻
水县城兜转了1个多小时，随后，突然
往高速路口方向驶去。

“他开的是豪车，速度比我们快得
多，根本追不上。”当时开着一辆普通
车跟在阿强后面的袁市派出所所长张
华说，阿强开车上高速后，径直朝老家
方向开去，并最终在老家附近的高速
路口下高速。阿强没想到的是，警方提
前在其老家安排了民警蹲守。

当天下午，阿强在将宝马车开回老
家藏匿起来后，又骑上一辆摩托车出门，
结果被蹲守在附近的民警成功抓获。这
辆摩托车，正是此前多次出现在鸡鸭被
盗村庄附近监控画面里的摩托车。

办案民警告诉记者，阿强今年50
来岁，其家里的经济条件不错，在老家
村子里还修建了一栋非常气派的楼
房，平时也是开宝马车出入。这让办案
民警很不理解，阿强既然经济条件不
错，为何还要出来作案偷盗村民的鸡
鸭呢？阿强在接受警方问询时解释说，
自己平时驾驶的宝马车价值在200万
左右，但耗油量比较大，自己最近经济
状况不好，便想到去偷盗村民的鸡鸭
贩卖，补贴宝马车的油费。

目前，阿强因涉嫌盗窃，已被警方
依法刑事拘留。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超

心中有愿景，就会留下足迹。
一枚枚足迹串联起我们所走的路。
有些路走错了，会给自己和他人带来危机。
有些路虽然艰难，但执着于正途，
则会获得全世界的帮助。
脚下的路，怎么走？
我们需要倾听每一枚足迹的回响……

足
迹

200万宝马都开得起

竟然偷鸡

/ 他的足迹 /
穿越九顶山迷途两天
自称靠吃草维持生命

/ 救助响应 /
警方先后组织两支共21人

的队伍进山搜救

迷途狮子王峰
断粮吃草两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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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规的代价

感于少女孝心
全城帮她寻母

倾城的感动
曾被央视曾被央视““寻找最美孝心少年寻找最美孝心少年””报道报道，，1313岁女孩苦寻走失母亲岁女孩苦寻走失母亲4040多天多天

焦急
妈妈赶集走失
一家人已经找了40多天

中江县瓦店乡的13岁女孩黄青青最
近很忙，除了学习和照顾正在读一年级的
妹妹外，她大部分时间在寻找妈妈。

6月1日，儿童节当天，她和父亲来
到了20多公里外的市区。

“请问有没有看到我妈妈？我妈妈走丢
了。”她在烈日下来回走动，翻着手机里妈
妈的照片，在街头向一个个路人打听消息。

寻找两天没有消息，她还专门打印
了寻人启事，四处张贴。得知青青的妈
妈走失后，不少网友帮忙扩散消息，全
城帮助青青找妈妈。

在黄青青的家里，读一年级的妹妹
同样想念着妈妈，她在墙上写下了稚嫩
的字迹“妈妈，你在哪里？女儿想念你！”

“念”字写错了，她涂改后，在上方重新
写了一个。

4月19日，黄青青母亲李莲莲到中
江县阳平乡赶集后，再未归来。

“爸爸告诉我她赶集去了。到晚上8
点过妈妈还没回家，我们发现不对劲。”
黄青青说，4月19日妈妈李莲莲独自到
中江阳平乡赶集走失，随后他们发动亲
戚在周边四处寻找。每天天不亮，父亲
黄勇就出门寻找，但至今仍未找到。

助力
艺术团长扩散消息
全城助其寻母

“她走失过两次，这次是第三次，前
两次走两三天就回来了，这次再也没有
回来。”黄青青的父亲黄勇介绍，爱人李
莲莲智力低，还患有白内障，他怀疑，老
婆被人拐走了。“她没带电话，只带了银

行卡和身份证。”黄勇也到银行查询，李
莲莲没有取款。

因为担心妈妈的安危，这一个多月
里，黄青青每到周末就从瓦店乡赶车到
中江和德阳城区寻找，翻着手机里妈妈
的照片，在街头向一个个路人打听消息。

前几天，黄青青遇到中江留守儿童艺
术团团长刘春香，她才想到请“刘妈”帮忙
扩散消息。刘春香立即在朋友圈发出寻人
消息。目前，已有多个部门及自媒体通过
微信等方式，全城帮助青青找妈妈。

孝心
从小就为自己和妹妹赚学费
她的故事曾被央视报道

13岁的黄青青家住中江县瓦店乡
柏龙村，她的母亲患有白内障和精神疾
病，爸爸手有残疾，只能帮家里放放牛，
妹妹又在4岁时被诊断出双眼先天性白
内障。家里的生活全靠年迈的爷爷、奶
奶种地卖粮维持。

年幼的黄青青不仅承担起家里大部
分家务，还利用假期上山采药捡蝉蜕卖钱
补贴家用，并为自己和妹妹筹集学费。

2017年8月，黄青青的故事经央视
“寻找最美孝心少年”报道后，引起社会
广泛关注、点赞。黄青青因此被评为
2017“媒体特别关注孝心少年”。

“今天上午才找我请假。”黄青青的
班主任雷老师介绍，马上要小升初了，
他也不希望孩子为母亲的事情分心。

“家里正准备送妈妈到医院做
另一只眼睛的手术，妈妈就走失了。”
黄青青眼里泛着泪光，她盼望着妈妈
能早日回家，她希望妈妈陪她一起参
加小升初。

目前，黄青青家人报了案，当地警方
已采集李莲莲以及家人的DNA样本。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明平

“请问有没有看到我
妈妈？我妈妈走丢了，我要
把她找回来。”这个周末，
曾被央视报道过的“孝心
少年”黄青青又从中江县
瓦店乡赶车来到德阳城
区，拿着母亲的照片，向路
人打听妈妈的消息。

4月19日，黄青青母亲
李莲莲到中江县阳平乡赶
集后再未归来。40多天来，
正在读六年级的黄青青和
父亲黄勇走遍了周边很多
乡镇。3日，接受采访时，黄
青青说“马上要升学考试
了，希望妈妈回来陪我”。

/ 她的足迹 /
黄青青每到周末就从瓦店赶车
到中江和德阳城区寻找母亲

/ 救助响应 /
当地多部门及全城自媒体

通过微信等方式帮助青青找妈妈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
销“3D”第2019147期开奖结果：
470。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第
2019063期开奖结果：基本号
码：07 12 17 18 19 24 29，特
别号码：05

福彩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中国体育彩票胜平负任选9场第
19073期：3011000011031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第
19073期：3011000011031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
第19079期：00000033110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第
19083期：02022001

足彩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8月2日)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9147

期开奖结果：534，直选：5557注，每
注奖金1040元；组选3：0注，每注奖
金346元。17511187.55元奖金滚入
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9147
期开奖结果：53462，一等奖34注，
每注奖金10万元。（272829452.02元
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超级大乐透第19063期全国
销售269890522元。开奖号码：
05 08 15 18 21 04+08，一等
奖7注，单注奖金1000万元，追加
0注。二等奖158注，单注奖金
192105元，追加69注，单注奖金
153684元。三等奖304注，单注奖
金10000元。4705583931.89元滚入
下期奖池。(本期开奖前奖池资金
高于15亿元，一、二等奖奖金按
《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浮动
奖奖金特别规定》分配，详见中国
体彩网公告)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
日为2019年8月2日)

兑彩票

搜救人员找到廖某后带他下山

廖某受伤的脚

黄青青母亲李莲莲照片

黄青青捡蝉蜕挣钱贴补家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