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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岁男子违规攀登田海子山
疑似被雪崩掩埋 初步判断已无生还可能

两道禁令

5 月 22 日 上 午 ，28
岁的山东男子惠某在四川
省甘孜州违规攀登田海子
山，
随后失联。四川省登山
户外运动协会山地救援队
接到报案后，随即展开搜
救工作。25 日，惠某尚未
被找到，初步判断其遭遇
雪崩，
已无生还可能，
救援
工作已停止。

相关
链接
这个季节田海子山多危险

雪崩、
落石
概率较高

没能挡住的不归路

从成都前往田海子
山，常规路线是从成都乘
车或开车到甘孜州康定
市，再从老榆林村驱车到
雅加埂顶峰平台，平台前
往田海子山，需要经过一
段颠簸的山路，之后，车
辆、马匹无路可走，
只能徒
步前往。

位于康定东南 10 公
里处的田海子山，属于贡
嘎山脉，
海拔为 6070 米。
苏拉王平曾多次参
与田海子山救援，在他看
来，田海子山是一座“技
术性山峰”，山体非常陡
峭，最大的危险是滑坠、
落石和雪崩，攀登难度极
大。很多登山队在攀登珠
峰前，会选择到田海子进
行 拉 练 ，所 以 田 海 子 山
“绝对不简单”
。
“其实，
每座山峰都有
一个攀登季，都不一样。”
据苏拉王平介绍，攀登田
海子山最大的危险来自于
雪崩、
落石，
惠某在登山时
间的选择上，存在很大问
题，这个季节去是相当危
险的，
每年春雪很大，
雪崩
和落石的概率都比较高。
10月份之后，
气温降低，
雪
崩和落石都很少，才是攀
登田海子的时机。
“他不仅在错误的时
间选择了错误的地点，可
能还高估了自己的实力。
”
苏拉王平介绍说，攀登田
海子山不光需要体能好，
还要专业技术和专业装
备，
以及专业团队配合。
在苏拉王平看来，但
是像惠某这种在错误的
时间选择了错误的地点，
然后又没有依靠专业的
装备和团队就独自出行，
出事是迟早的。

失联
男子攀登田海子山
22 日失去联系
5 月 19 日，山东男子惠某来到了甘
孜州康定市的一家旅社里，他此行的目
的，是位于康定东南 10 余公里处、海拔
为 6070 米的田海子山。
作为家中独子，惠某一年多前，来
到四川从事旅游、登山等活动。如今，惠
某的身份，是阿坝州一家客栈的老板。
惠某于 2021 年 5 月 19 日到田海子
进行登山探险，因天气不好，惠某等了
几天后告知最后知情者，他只去田海子
一天去探探路。22 日上午，朋友从微信
群里一直联系不上惠某，于 23 日上午
报警求助。
惠某的视频号里大多内容与户外活
动有关，
标签为
“四姑娘山、
穿越雪山”
，
从
内容上来看，
惠某有多次攀冰、
登山等户
外活动的经验。
截至 24 日最后一次发布
的视频，
惠某等人系着绳子，
正在穿越一
段海拔较高的山脊，脚下的山脊十分狭
窄，
惠某边走边说
“越来越刺激了。
”
视频
下，
惠某还写下这样的文字：
超喜欢山脊
线，
尤其是刃脊，
喜欢心跳加速的感觉。

连日来，记者梳理惠
某的行踪发现，从成都到
康定雅加梗平台山峰惠某
停放车辆处，惠某至少有
四次可以改变这个结果的
机会，
抓住了一次，
他或许
已安全下山。

禁令在后
可惜！规定在前
却没止住他上山的脚步
实地探访

仅仅是从老榆林村到
雅加梗顶峰平台 10 余公
里处，
就有两道“禁止非法
穿越、禁止进入”的禁令，
但依旧没有没止住惠某
违规攀登田海子山的脚
步，因为 5 月 20 日第一
次上山被拦回，他在客栈
内喝下半斤多白酒，21 日
他再次上山，夜住垭口，
准 备“半夜登山。”22 日
起，
再也没有他的消息。

前往田海子山路上的禁行路牌

搜救
惠某尚未被找到
救援工作已停止
四川省登协表示，
惠某未按照《国内
登山管理办法》
《四川省登山管理办法》登
山行政许可申请，
属违规违法登山活动。
5 月 23 日，四川省登协山地救援队
接到报案后开始进行搜救工作。24 日搜
救队在搜救的过程中，找到了失踪者的
部分登山装备。搜救队员根据现场情况
判断，惠某可能在登山过程中遭遇雪崩
被埋。
“如果雪崩被埋，也不知道埋在哪
个地方，埋得有多深。”中国登山协会高
山向导、
川藏登山队创始人苏拉王平说，
如果他被埋在攀登线路附近，以后等雪
化了可能就会被发现，但如果埋得太深
或偏离了线路，
可能就永远没人发现他。
5月25日晚，
记者从四川省登山户外
运动协会处了解到，
目前，
惠某尚未被找
到，
初步判断其已无生还可能；
救援工作
已停止，
搜救队也已返回成都。

记者查询中国登山协会
官网获悉，2003 年 7 月，国家
体育总局发布了《国内登山管
理办法》，
《国内登山管理办
法》明确规定，举行登山活动
前，应当进行申请，且举行登
山活动，应当组成具备以下条
件的团队：由一个具有法人资
格的单位发起；队员两人以
上，并参加过省级以上登山协
会组织的登山知识和技能的
基础培训及体能训练；配备持
有相应资格证书的登山教练
员或高山向导，1 名登山教练
或高山向导最多带领 4 名队
员等，而惠某此行是只身前往
田海子山。
2015年11月，
四川省人民
政府发布《四川省登山管理办
法》，其中也写道：
“ 攀登海拔
3500 米以上公布山峰，
应当具
备国家规定的许可条件、组成
登山团队，并于登山活动实施
前10个工作日向山峰所在地市
（州）体育行政主管部门申请。
”
而位于康定东南10公里处的田
海子山，
海拔为6070米。
四川省登协、甘孜州相关
部门曾表示，惠某在攀登田海
子山前，并未按照《国内登山
管理办法》
《四川省登山管理
办法》的相关规定获得登山行
政许可，
属于违规攀登。

5 月 25 日，记者从康定市
区沿着榆磨路前往雅加埂顶
峰平台，过了老榆林村委会不
久，在一个上山的急弯处，立
着一块约两平方米的路牌，上
面蓝底白字，赫然写着“你已
进入贡嘎山境内，请爱护环
境，严禁带火源进山，为了你
的生命安全，禁止非法穿越。”
落款是：康定市贡嘎山镇人民
政府，康定市榆林街道办事
处、康定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
游局，
时间为 2020 年 6 月。
由于该处是上坡急弯，车
辆到此处，必须要减速，即便
是驾驶员，也能清晰地看到路
牌上的字样。但很可惜的是，
惠某并未在此掉头，而是继续
上了山。
随着弯曲的道路继续上
山，在海拔 3830 米的雅加埂
顶峰平台处，车头右手方，有
一条崎岖的泥泞小道，道路上
不时有石头裸露在外，这里，
就是前往田海子山的路。5 月
25 日，记者抵达这里时看见
在道路前方约 100 米，立着一
块长约 40 厘米、宽约 20 厘米
的牌子，上面清晰写着：
“封山
区内，
禁止车辆和游客通行。”
这些机会，若有一次惠某
抓住了，回了头，结局可能就
不一样了。

高山救援有多难

之前救援了6人
均长眠山上
田海子山的搜救难
度大在哪里？据苏拉王平
介绍，这个季节的田海子
山对于攀登者来说风险
大，对于搜救队员来说，
沿着攀登路线进行搜救，
同样面临着雪崩和落石
等巨大的风险，难度确实
很大。
“有些家属可能不理
解，觉得你是一个专业登
山队员，没有去不了的地
方。”苏拉王平说，许多高
山都太陡峭了，攀登者发
生滑坠往往不是在攀登
线路上，掉下去的话偏离
了 线 路 ，掉 到 很 远 的 地
方 ，搜 救 队 员 也 无 法 到
达，或者需要冒着巨大的
风险才能到达。
苏拉王平曾经三次
参加田海子山搜救，第一
起需要搜救的有 3 人，第
二起需要搜救的有 2 人，
第三起是 1 个人，现在，这
6 个人都没被运下来，长
眠于田海子山了。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蒋麟 顾爱刚摄影报道

惠某所发朋友圈里
可见田海子山

回忆
第一次上山被劝回
喝下半斤多白酒
根据之前的信息显示，惠某在 5 月 19
日就抵达了康定，但由于天气原因，等了
两天才上去。
5 月 26 日，记者在康定城区找到了惠
某之前入住的旅社。
说起惠某，
店内工作人
员也表示很惋惜。
一位工作人员回忆，
惠某

大约是 19 日晚来到这里的。5 月
20 日一早，
惠某就出发前往田海
子，
不过，
没多久，
他就回店了。
“听说是被森林防火的人拦了
下来。
”
工作人员称，
回来以后，
估
计是没上山的原因，
他的心情很不
好，
“20日晚上，
他喝了5杯白酒，
大
概有半斤多，
还喝了2瓶啤酒，
我们
店内晚上11点半就要关灯，
结果他
一个人坐在大厅里到12点多。
”
惠某和其他客人聊天内容
显示，21 日 14 时 35 分，惠某在
微信上给一同住在该旅社内的

朋友发消息称，
“我没回去，
又来
爬山了，
天气还是不太好。
”
16 时
54 分，
惠某又给这个朋友发消息
称，
“ 没开车，等天气变好，半夜
去登山。”20 时 44 分，朋友问惠
某是不是还在山上，惠某回答，
“嗯，
还在山上。
”
21 时 38 分，
朋友
问惠某，夜景是不是很好？惠某
拍了一段 8 秒钟的视频发给朋
友，惠某在视频里说：给你看一
看，哪有风景，大雾。22 时 21 分，
惠某给朋友介绍了四姑娘山的
垭口后，
再也没有回过消息。

涉案600万

冒充富二代销售玉器

竟还有
“危机公关”

团伙成员进行身份伪装，冒充“富二代”来
骗取游客信任，再将低价的劣质玉器高价卖给
游客。近日，四川省阿坝州松潘警方在开展旅
游专项整治中，打掉了一个针对九环线旅游的
销售低劣玉器的诈骗团伙，警方初步调查涉案
600余万。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个团伙竟然还
有自己的“危机公关团队”。
5月26日，来自松潘警方消息，两名嫌疑人
涉嫌诈骗已被松潘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讲师”大打感情牌卖玉行骗

今年3月初，广东汕尾的王女士来四川松
潘游玩时，被一家玉器购物店忽悠购买了一款
“掌上明珠”玉器，总共花了2万余元，经鉴定价
值仅为900元。
“此玉质地坚韧无比温润有方，像一位含
辛茹苦的母亲；边角玉金脂滴淌晶莹剔透，寓
意为孩子一生依偎在母亲身边。这店就是我开
的，看你如此孝顺与玉有缘，我才决定半卖半
赠与你……”
“富二代”魏某与游客王女士一番
伦理孝道的游说之后，深受感动的王女士还是
痛快地刷了卡，
旁边的服务员还笑了场。
今年3月，松潘警方在旅游专项整治调查
中发现，川主寺镇“朦黛”珠宝旅游购物店自
2020年10月以来，采用“富二代”销售模式，骗
取游客信任，高价出售品质一般甚至低劣的玉
石类产品诈骗游客钱财。掌握情况后，警方将
涉嫌诈骗的嫌疑人魏某、杜某抓获。
被抓后，
“ 富二代”魏某交代，他在店里的
真实身份其实叫“讲师”。每次旅行团进店之
后，服务员会把游客带入包厢，讲师不谈价格，
只讲解珍珠、翡翠玉石的功效及真伪辨别的常
识，然后服务员顺水推舟介绍游客进每个包厢
内的购物间购物。
松潘县公安局刑警大队一名负责人介
绍，将游客带进包厢后，
“ 富二代”大打感情
牌，骗得客户的信任后，很多游客就乖乖花钱
买了他的玉，游客还以为自己捡了个大便宜，
其实这些玉并不值几个钱。在那里每个相似
的房间都有一个“富二代”，他们使用着同样
的套路和话术。
“富二代”不是讲师魏某唯一的角色，在悉
知每个旅行团游客的购买能力后，他和其他
“讲师”的角色及衣着行头总是在“经理”
“供货
商”、本家玉器店的老板“富二代”之间在不停
的变换，便于通过服务员配合介绍增加游客的
可信度。
游客看到每件玉器标价很高，以上三种重
量级的“角色”给游客当场拍板更多的“打折”
优惠，
造成游客的错误认知，
骗取游客的钱财。

调查 设“危机公关团队”

负责此案的民警介绍，
针对不同的突发状况，
魏某等人还有应急公关团队和相应的应对手段。
魏某介绍，现场如遇个别游客看穿角色起
哄，他们会迅速将其拉到一边，赠与玉石小饰
品，
并尽量拖延在店时间，
他们知道总有一部分
游客还是想买。
游客来自天南海北，
事后有游客
意识到自己买假货了，大部分也不方便再专门
找回来评理。
即使碰到较真有退货诉求的游客，
他们就退差价再加玉器戒指相送息事宁人。
民警调查发现，除了每件玉器标价以外，
玉器的编号单另有玄机。
每件玉饰品的编号首位都会有8和6，中间
的数字倒过来就是他们的成本价，便于团伙成
员内部辨认成本价，例如：精品厅一件玉器编
号为***80016***的商品，这件商品的成本价
就是100元，
标价则是10000多元。
据介绍，此案中，全国各地已有百余名游
客上当受骗，涉及金额达600余万元。游客来自
天南海北，个别受害者好面子，专案组民警在
辗转全国各地走访核实时颇费周折辛劳。
目前，2名嫌疑人涉嫌诈骗已被松潘警方
依法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李跃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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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生活污水排进了绿化带？

金牛区住房建设和交通运输局：引导物业启用专项资金修复污水管网
“三年多了，小区内的生活污
水都排放至绿化带，为何不能解
决？”近日，成都市民周先生向记
者反映，他所居住的泉水人家三
期 A 区小区内，物业在 7 栋居民楼
外雨箅子内安装管道，抽取生活
污水排放至小区外绿化带，造成
的环境污染问题严重影响周边居
民的生活。
情况到底怎样？5 月 25 日，记
者前往现场进行走访调查。

已经持续 3 到 4 年时间

居民楼前雨箅子安装管道抽排生活污水

5 月 25 日上午 10 时许，记者
来到位于成都市金牛区沙河源街
道汇则路社区的泉水人家三期 A
区发现，7 栋居民楼外雨箅子井口
处一根消防管道伸入雨箅子内
部，另一头延伸至 7 栋居民楼旁的
小区外部绿化带，部分管道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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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排放处的绿化带上，此处土壤
已发黑，并且伴有刺鼻味道。据小
区居民介绍，此处栽种的植物不
定时会重新更换。
“ 排放的是污
水，
怎么可能养得活植物。”

街道办：
将督促其立即改正
值得注意的是，小区 7 栋居民
楼外明明是雨箅子，
为何居民反映
这里排放的是生活污水？
记者联系
泉水人家三期 A 区物业负责人唐
荣飘了解到，
此处排放的确实是生
活污水，
原因在于泉水人家三期 A
区在建设时安装的污水管道口径
太小，在长时间使用后，出现了堵
塞、损坏等情况。而小区居民为了
方便生活污水排放，
便将污水管道
擅自接入雨水管道。
由于雨污混流
的情况存在，
为了保证生活污水排
放不进入河道，
物业便安装抽排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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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定期抽排。
金牛区沙河源街道办城市更
新办副主任肖静告诉记者，对于
泉水人家三期 A 区物业公司将生
活污水抽排至小区外绿化带的情
况，街道办将督促其立即整改，并
加大巡查力度，杜绝类似情况再
次出现。
实际上，泉水人家三期 A 区
生活污水抽排至绿化带问题的关
键在于，小区内污水管网存在病
害。那么，又该如何解决？记者从
金牛区住房建设和交通运输局了
解到，针对小区内污水管网存在
病害的情况，将引导小区物业启
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进行修复，
并要求物业公司督促居民更改污
水管道，达到雨污分流。以上完成
后，将联系相关部门畅通此处雨
水管网，
从源头解决问题。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邓
文博 摄影报道

成都商报：cdsb86612222 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
@红星新闻、
@成都商报

福彩

小区居民：

处有液体渗出，流在路面上。管道
另一头所处的绿化带上，明显有
液体排放的痕迹。
“上午 9 点过，物业刚刚抽取
了污水。”小区居民张先生告诉记
者，这样的情况隔三差五就会出
现，已经持续了三四年。泉水人家
三期 A 区 2008 年交房使用，刚开
始的时候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大约在 2017 年，7 栋居民楼外的
雨箅子便使用管道抽排，抽取的
是生活污水，这些污水排放至小
区外的绿化带。
“很多时候出门就
有刺鼻味道，
只能快速通行。”
“只要一下大雨，这里就会返
污。”居民王女士告诉记者，雨较
大的时候，路面上全是雨箅子内
流出的污水，行人通行困难。在她
印象中，特别是 2020 年暴雨时期，
污水甚至流进居民楼内，
“听说还
流进了 1 楼居民家中。
”
记者观察发现，在管道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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兑彩票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21136
期开奖结果：469，直选：7469注，每
注奖金1040元；组选6：26491注，每
注奖金173元。
（34802838.03元奖金
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21136期
开奖结果：
46980，
一等奖25注，
每注
奖金10万元。
（371351600.36元奖金
滚入下期奖池）
超级大乐透第21059期全国销
售 310375326 元 。开 奖 号 码 ：04
16 27 28 35 + 02 09，一 等 奖 12
注，单注奖金5810333元，追加5注，
单注奖金4648266元。二等奖146注，
单注奖金68435元，追加78注，单注
奖金54748元。三等奖414注，单注奖
金10000元。542212080.83元滚入下
期奖池。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
年7月26日)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第
2021059期全国开奖结果：05 06
08 15 21 23 28，
特别号码：
16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
“3D”第2021136期开奖结果：888。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
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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