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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真后又一丁真后又一甘孜娃成网红甘孜娃成网红
雪地微笑走红的小卓玛找到了
是个爱唱爱跳的牧民之女

清澈的双眸、纯真的笑脸，雪花绽放在高原红的脸蛋上
……近日，一个名为小卓玛的4岁小女孩站在雪地里微笑的
视频在网上走红。小卓玛身着羊皮袄，圆圆的眼睛、胖嘟嘟
的脸蛋，非常纯真可爱，一笑起来暖化了不少人的心，让许
多网友直呼“想抱抱”，赞叹“她的眼里有星星”。

日前，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多方了解到，这个名叫
“小卓玛”的4岁小女孩来自四川甘孜州德格县马尼干戈镇，
她和家人住在村里，生活恬静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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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三夜，跑了500公里。这是陈
学军在牛年新春刷下的新纪录。

大年初二到初五，连续72小时，
跑步距离500公里。陈学军几乎是踩
着时间线，于2月16日上午9点19分，
在成都龙泉驿区青龙湖完成了挑战。

其实，做出连续三天三夜跑步
500公里的挑战决定，陈学军形容其

“相当仓促”。
作出决定前4天，西安的一位跑友

完成了三天三夜500公里超长距离挑
战，一时间，引发众多关注和质疑。

“我们能不能也跑一个？”在老友
“迭戈”看来，陈学军在成都跑友圈的
实力有目共睹，且拥有多次参加超级
马拉松、越野跑赛事的经验。

尽管时间仓促，陈学军还是决定
试试。2月13日，正月初二，上午9点19
分，，陈学军在成都青龙湖发枪起跑。
陪跑并参与见证的，有30多名闻讯而
来的跑友。

沿青龙湖跑一圈，大约7公里。但
陈学军并没有选择绕圈的方式，而是
选取了以一公里为单程的短距离折
返跑。也就是说，完成500公里挑战，
他需要在1公里路线上跑250个来回。

陈学军解释说，这一方面是为了
测量距离更加精准，另一方面，短距
离折返跑更有利于后勤补给。

第一个24小时，陈学军完成了
171公里。第二天，青龙湖人流明显增
多，加上天气热，难度也大为提高。

而仓促决定、缺乏后勤组织经
验，也给陈学军的挑战提高了难度，
甚至一度决定放弃。

在陈学军自己准备的补给时间
表上，记者注意到，除三餐外，几乎每
隔一小时，陈学军就需要补充能量，
半袋芝麻糊、半袋方便面，坚果两三
粒，每次的量都不多。结果第二个24
小时，他只跑了135公里，这意味着，
最后一天需要跑近200公里。

陈学军说，最后24小时他极少停
下，一直在追赶前一天落下的计划。2
月16日上午9点19分，陈学军几乎是
踩着时间线完成了挑战。

同样，陈学军的成绩也引来了质
疑——最后一天跑完近200公里？甚
至出现了4分钟配速记录？

陈学军说，在长时间奔跑中，突
然短促冲刺，其实是一种改变肌肉疲
劳的策略，也是“醒瞌睡”的方法。

对此，组织者“迭戈”表示出现质
疑很正常。如果不是亲眼见证，他也
会提出质疑。他认为最后24小时天气
较好、有专业的康复医生和志愿者，
是挑战成功的重要原因。

1968年出生的陈学军，网名“疯
贰”，意为“疯狂地爱跑步，有点二”。2002
年，频发头晕感冒的陈学军开始接触跑
步，随后一发不可收拾。2012年初，陈学
军首次“触马”，是在内江的一场非官
方组织马拉松比赛。这场比赛彻底激
发了他跑步的激情，每月跑一次二
环、三环，距离越来越长。2015年，陈
学军围绕成都不间断超长跑225公
里，历时25小时45分钟，创下四川地
区不间断超长跑最好成绩：速度最
快、距离最远。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于遵素

全国都在喊热，到底有多热？数据
显示，2月以来，四川有35个国家站破
历史极值，日均气温居历史第二高位。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了解
到，销声匿迹良久的冷空气将在2月
下旬三次叩问四川门户。来自中央气
象台以及四川气象部门的消息，预计
2月底、3月初，盆地最高气温会降
10℃以上，有点“倒春寒”的意思，但
也只是回到了“正常略偏低”的春天。

2月24-26日，我国将有一次明
显降水天气过程，这次冷空气也会扩
散影响四川。

四川省气候台首席预报员青泉
介绍，24日白天到夜间，会有弱冷空
气尝试光临四川。“但是这股冷空气
影响不大，最高气温会有所下降，但
是当天的日平均气温基本不变。”之

后，26日再有一次冷空气试图叩问盆
地暖春的“成色”，“这股冷空气较之
前稍强，最高气温会再下降4-5℃，
体感的凉意也会更加明显。”

重头戏在28日前后，主角冷空气
终于上场。“影响会体现在2月27、28
日，以及3月1日、2日，盆地日平均气
温会累计下降5-7℃，最高气温也会
从最近的22℃、23℃下降10℃以上。”
考虑到前期的升温，青泉说，降温后
公众能真切感受到寒意，“有点倒春
寒的意思”，但是“和常年同期比较起
来，也只是正常略偏低”。

具体到成都，因为在这个过程
中降雨比较弱，“所以降温比盆地
东北部弱一些，最高气温也会降低
10℃左右。”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亮

■ 家长：
“园方有疏忽，希望赔偿相关
费用”

黄女士于去年4月23日花888元
办理了一张成都海昌极地海洋公园
的年卡。2月16日下午，她带女儿到
海洋公园来玩。

黄女士告诉记者，公园水母馆
二楼阅读区有3排凳子，当天14时10
分左右，三岁的女儿准备趴着去爬
第一排的凳子，但在爬的过程中摔
倒了，脸部撞上第二排凳子的边缘，

“当时女儿就哭了，脸部流了很多
血。”

黄女士说，当时阅读区一个工
作人员都没有。她抱起女儿赶赴天
府新区人民医院缝针，“但医院说伤
口太深，让我们去华西口腔医院处
理。”在口腔医院清理完伤口后，黄
女士看到，女儿眼睛下方有一条长
2cm的伤口，最后被缝了4针。医生
告诉她，由于孩子的伤口较深，很可
能留疤，就算以后做了祛疤手术，也
无法保证能完全恢复原样。据了解，
目前琪琪的医疗费已花去2000多
元，后续还将面临近两万元的祛疤
手术费用。

第二日，黄女士找到园方，希望
解决后续费用问题。

“园方说他们没有任何责任，
凳子也没有任何安全隐患，即使
要报销医疗费，我所购买的年卡
里包含了公共责任险，可以通过
保险去报销。但对于后续祛疤手
术的费用，他们说属于医美项目，
保险无法报销。”黄女士则认为，
年卡中包含的公共责任险是自己
花钱购买的，是自己应享有的权
利，“我买了保险并不等于公园方
就没有责任。”而且孩子是在公园

中出的事，在事发地，也没有任何
安全提示以及工作人员，这是园
方疏忽的地方。

她认为园方应该赔付医疗费、
后续祛疤手术的费用以及精神损失
费、护理费、误工费等。

■ 园方：
“家长有监管责任，对方诉求
不够具体”

对此，记者联系上海洋公园方。
据园方相关工作人员介绍，事发后
他们觉得伤口有些深，园内无法处
理，建议送医，当时工作人员也帮助
游客叫车协助送医。

“事发后，园方也没有逃避。”从
事发到现在，公园方一直在跟游客
积极沟通，包括责任认定、游客提出
的诉求以及园方应配合其走的保险
程序等等。“但大家都知道，沟通是
有一个过程的。”目前家长的诉求也
不是很具体，因此达到双方满意的
程度需要一定时间。

据该工作人员介绍，事发的阅
读区有三排做了软包的长凳，从当
时的监控视频来看，事发时，家长坐
在第一排，小朋友往家长坐的第一
排方向飞速跑去，可能由于力度过
大，没有控制好，重心往下，孩子的
整个身体迈过第一排，直接碰到第
二排的凳子上。

“视频中小朋友摔倒后，家长
马上去抱起了她。”他认为，家长就
在孩子身边，发生这样的事，做家
长的也有一定的监管责任，“因为
在园区内，所有的场馆都会有文
字、语音提示，要求（家长）照顾好
身边的小朋友。”

他表示，事发后，游客到各个部
门反映投诉，园方希望游客方能坐

下来好好谈一下相关诉求，但若游
客方继续散布不实信息，给公园方
造成损失，他们也会考虑把事发时
的监控进行公开。

律师说法：
家长应承担监护责任
园方需举证已尽到义务

对此，四川英济律师事务所高
级合伙人、副主任陈逢逢律师表示，
根据《民法典》有关规定，公园方作
为公共场所的管理人，其对园内的
游客在合理限度范围内负有安全保
障的义务。

本案中，若由于公园方在游玩
设施设备上未设置警示标志或未
采取其他安全措施，未尽到安全保
障义务直接导致黄女士的女儿受
伤，则公园方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若公园方能够举证证明其尽到了
安全保障义务，则可免除赔偿责
任。同时，黄女士作为监护人，其未
尽到相应的监护职责，也应承担相
应责任。

四川澳南律师事务所曾林刚
律师则表示，根据《民法典》及《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如
园方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
他人损害，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
基于现在了解的情况，小孩受到
的伤害并非直接来源于园方的行
为，而是小孩行为不慎导致的意
外伤害。对于该伤害，园方也没有
过错，曾律师因此认为，园方没有
法定的赔偿责任。作为孩子监护
人，黄女士应当尽到照看、保护责
任，应由家长自行承担超过保险
费用的其他损失。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章
玲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兑彩票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21043期开奖结果：054，直选：4766注，

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6：14235注，每注奖金173元。（32799946.91元
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21043期开奖结果：05408，一等奖15
注，每注奖金10万元。（412645040.36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超级大乐透第21019期全国销售268699087元。开奖号码：
01 12 13 28 29 03+04，一等奖1注，单注奖金1000万元，追加0
注。二等奖134注，单注奖金76551元，追加75注，单注奖金61240元。三
等奖173注，单注奖金10000元。（989638019.58元滚入下期奖池）

体
彩

中国体育彩票胜平负任选9场第21019期：1030311331010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第21019期：1030311331010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21019期：310033001311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第21019期：11030332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4月23日)

足
彩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3D”第2021043期开奖结果：936。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第2021019期开奖结果：基本号码：03

11 12 16 17 20 23，特别号码：08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福
彩

四川2月热到“历史第二”？
3股冷空气在路上
成都月底降温10℃

3天3夜跑了500公里！
成都大叔完成极限超跑挑战

陈学军“撞线” 图据“清泉”

女童海洋公园爬凳摔伤 脸缝4针
家长要求园方赔偿合理吗？

22月月1616日日，，家住成都武侯区家住成都武侯区
的黄女士带着三岁女儿到成都的黄女士带着三岁女儿到成都
海昌极地海洋公园海昌极地海洋公园（（以下简称以下简称：：
海洋公园海洋公园））游玩游玩。。在游玩过程在游玩过程
中中，，女儿脸部不慎在凳子上磕女儿脸部不慎在凳子上磕
伤伤，，最后缝了最后缝了44针针。。

面对面对20002000多元的医疗费以多元的医疗费以
及后续近两万元的祛疤手术费及后续近两万元的祛疤手术费
用用，，家长希望园方能进行赔偿家长希望园方能进行赔偿。。

园方则认为园方则认为，，事发时家长事发时家长
就在孩子身边就在孩子身边，，也有一定监管也有一定监管
责任责任。。且事发后园方一直跟游且事发后园方一直跟游
客积极沟通处理客积极沟通处理，，配合其走保配合其走保
险程序险程序，，最终达到双方满意需最终达到双方满意需
要一定时间要一定时间。。

小卓玛和家人在一起

琪琪的脸在园区磕伤

2月22日，在甘孜州德格县融媒
体中心帮助下，记者采访了小卓玛的
爸爸细落。在牧场放牧的他们对网红
没有多少概念，对之前走红的甘孜理
塘男孩丁真也不甚了解。这次小卓玛
的意外走红，源于细落的弟弟在春节
期间拍摄了孩子的视频发到网上。直
到德格媒体中心工作人员找到他们，
他们才得知小卓玛在网上火了。

要不是细落的弟弟春节回家拍摄

了视频，网友们或许还不会认识笑起来
“眼里有星星”的小卓玛。

小卓玛的全名叫做“普布卓玛”，
她和哥哥、妹妹跟着爸爸妈妈住在德
格县一个村上，爸爸妈妈照顾着家里
40多头牦牛，可爱的小卓玛平时喜欢
唱歌跳舞，一家人其乐融融，家里经
常荡漾着欢声笑语。

春节期间，在甘孜州务工的细落
的弟弟回了家。网上流传的视频就是今
年正月初一时，他带小卓玛出去玩耍
时，在家附近的公路边拍摄的。

“在家附近拍摄的，一共拍摄
了十多段。”细落介绍，并没有什么
目 的 ，就 是 弟 弟 带 女 儿 出 去 耍 拍
的。对于视频镜头中出现的那辆川
A牌照的奥迪车，细落表示不知道
是谁的。

小卓玛的视频上网后，家人只知
道点赞的人比较多。平时多在牧场放
牧，他们看手机的时间不是很多。

对于“网红”这个词，细落没有多
少概念，他甚至对之前红遍大江南北
的丁真也不甚了解。

直到德格县融媒体中心的工作
人员找到细落，他们才知道女儿走
红。对于网友的关注，细落表示了感
谢，他代表小卓玛欢迎大家到德格来
玩耍。

细落说，村里有100多户人，小卓
玛有不少小伙伴。她直到现在还没有
到过县城，所以对手机以及外面的许
多事物都不知道。平时他们在放牧
时，小卓玛最爱和村里的小朋友们一
起玩耍，唱歌、跳舞、骑马，吃家乡的
特色食物。

幸福家庭成长起来的小卓玛，那
份清澈和笑容很容易打动人。和视频
里一样，性格活泼的小卓玛喜欢笑，
她爽朗的笑声，经常让大家不好的心
情一扫而光。

小卓玛4岁了，但家人觉得年龄
小，所以还没有读幼儿园，在小卓玛
没有走红之前，他们打算今年9月让
孩子读幼儿园。

如今，小卓玛走红网络，但细
落 和 家 人 的 初 心 没 变 ，还 是 计 划
让她在9月进校园。等到9月，小卓
玛 进 入 校 园 ，彼 时 的 阿 须 草 原 上
花儿竞相绽放，如同点点繁星，落
在人间。

冲翁措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蒋麟 图据德格融媒体

小卓玛的视频在网上走红

走红的微笑视频
系叔叔春节回家所拍

喜欢唱歌、跳舞、骑马
计划9月上幼儿园

2 月 22 日，嘉黎县公安局通报
“西藏冒险王王相军失踪成谜”调
查情况。经查，2020 年 12 月 20 日上
午，王相军（网名“西藏冒险王”，四
川邻水人）与左某明（江西靖安人）
前往依嘎冰川拍摄视频，为追求视
频效果，在王相军多次指导演示
后，1 时 51 分，左某明按照王相军
的要求，用王相军的手机拍摄王相
军在岩壁“小跑及回头动作”视频
时，王相军失足滑入水中。随后，左

某明多次施救，期间，自己也不慎
滑人水中，后通过自救爬上了岸，
找来附近工地人员帮助救援，但返
回现场时已不见王相军踪影，左某
明便报警求助。

现场勘查报告、证人证言、视
听资料、鉴定结论等证据均证实，
王相军是意外落水失踪，“蓝洞”降
噪视频与此无关。网传的关于王相
军事件的质疑、猜测等言论均无事
实依据。（“嘉黎公安”微信公众号）

“西藏冒险王王相军失踪成谜”追踪：

警方通报：意外落水失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