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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50岁女子的假日生死劫岁女子的假日生死劫
非法穿越贡嘎山失联4天

崩溃边缘听到搜救队的鸣枪声

搜救小组找到乔某某后将其带回安全地带

9月30日，50岁的安徽女子乔某某
与网友相约来到四川康定，非法穿越
贡嘎山山脉。10月2日，乔某某途中出
现高原反应掉队后失联。

三天之后，乔某某女儿得知情况
后报警，四川省甘孜州康定市立即组
织了上百人对其可能出现的区域展开
地毯式搜救。

身体和精神都趋于崩溃边缘的乔
某某原本已打算放弃，听到山谷回响
传来的枪声和警报声后，心里重新燃
起了被救的希望。10月6日，在失联4天
后，乔某某被搜救小组找到。

10月8日，回想前两天的救援，从
警多年的毛明强和贡嘎山派出所的战
友们依旧觉得幸运，因为，在乔某某失
联的日子里，山上没有下雪，否则，乔
某某遭遇的可能是另一种结果。

线上相约的非法穿越
出现高反“落单”失联

9月30日，乔某某和网友相约到达
康定，一行七八人准备10月1日一早从
鸡丑山垭口穿越到莲花湖。

第一天，她和大部队一起前进，出
现轻微的高原反应让她减慢了行进速
度。第二天，由于高原反应引起肠胃的
不适，她已经很难进食和喝水，她的行
进速度更加缓慢，最后在10月2日下午
和大部队失去了联系。

到了10月5日早上，乔某某的女儿

接到了乔某某同行者的电话，得知母
亲失联三天后，乔某某女儿当即就报
了警，并立即前往康定。

与此同时，康定市组织了三个镇
乡的干部和派出所干警以及村民，共
计一百多人的搜救队伍，分组对乔某
某可能出现的区域展开地毯式搜救。

“我们背着干粮上山，第一天在海
拔4000多米的深山里就找了8、9个小
时，回来后所有人都筋疲力尽了，第二
天又继续上山搜救。”参加搜救的贡嘎
山镇副镇长土登说。

鸡丑山垭口位于大山深处，人迹

罕至、道路崎岖、植被茂盛，很难确定
走失者的具体位置。山间没有信号，参
加救援的民警拉响警笛，试图通过山
谷回声，以确定乔某某方位，在请示上
级后，毛明强还鸣枪五六次。

夜幕降临，加之突降大雨，搜救队
员只好回撤到住地。10月6日一早，大
家又上山开始了新一轮的搜救。

“快看！树林里有个红点，在动！在
动！”中午时分，已经徒步搜寻两个多
小时的搜救小组成员曲批激动地向同
伴呼喊，搜救小组在海拔4000多米的
山坳里不顾疲累快步向红点跑去。

“哇！终于看到人了！”失联四天的乔
某某紧紧抱住前来营救她的康定干部群
众，失声大哭！她知道，现在她得救了！

原本打算放弃
听到枪声和警笛声又有了希望

实际上，刚和大部队失去联系时，
乔某某也没有感到害怕，她还被身边
的美景所吸引，不停地拍照、拍视频。

渐渐地，她发现自己的体力下降
严重，加之高原反应，根本吃不进去任
何东西。在艰难的前行过程中，又不小
心把坐标误删除了，只能凭着记忆往
前走。所幸，乔某某随身还携带有帐
篷，路途之中也偶有牛棚子（当地人放
牛搭建的棚子）可以休整。但乔某某完
全失去了方向，夜晚来临，食物短缺，
茫茫大山中的乔某某心生恐惧。“这样
下去，我会变成一具尸体。”想到这里，
乔某某的身体和精神都趋于崩溃的边
缘，她甚至有了放弃的想法。

10月5日，体力已经完全透支的乔
某某听到了枪声和警笛声，她的心里，
又燃起了被救的希望。回到了住地以
后，等待的家人冲上前来，一家人紧紧
地抱在了一起。所有人五味杂陈，不停
地说着“谢谢”和“对不起”！当得知还
有搜救人员在山上没有下撤时，一家
人都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赵东旭 登真 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 蒋麟

北京时间8日凌晨，国足结束
了世预赛12强赛第三场的比赛。
依靠张玉宁和武磊的进球，国足
一度2比0领先越南队，之`后却被
对手连追两球，差点痛失好局。好
在最后时刻，武磊再次站了出来，
在伤停补时最后一分钟攻入绝杀
一球，帮助国足获取12强赛首胜！

比赛开打之前，国足正式公
布了首发名单，主帅李铁变阵
433，王刚、张稀哲两大争议国脚
联袂首发，洛国富和阿兰两名归
化球员仍然替补。这个首发阵容
和国足前几天与叙利亚队的热身
赛几乎一模一样。

比赛初期，中国队占据场面
主动权，刘彬彬传中，可惜中路张
玉宁包抄没有打到。中国队开场
就展开了狂攻，气势非常盛。顶住
国足开场的冲击之后，越南队也
增加了一些远射，但效果一般。第
36分钟，张玉宁接武磊妙传直接
破门，可惜的是越位在先。

上半场结束前，越南队有几
次不错的进攻机会，相比之下国
足的球员看起来稍显疲惫，被对
手连续获得角球机会，而射门的
次数也从4比1被对手反超到6比
5。更尴尬的是，国足打了两个整
场和一个半场，射正次数依旧为
零。上半场结束时，国足与越南控
球率分别为53%和47%，几乎是旗

鼓相当。
下半场易边再战。第53分钟，

武磊单刀被扑，张玉宁补射破门，
国足1比0越南！这也是国足本届
世预赛12强赛的首粒进球。

国足最近两粒进球都是张玉
宁打进的。这位中国队唯一的95
后球员在代表国足出战的15场正
式比赛中，已打进5球送出4助攻。

本场比赛，如果没有张玉宁
这脚补射，“武磊单刀不进”必然
会是赛后热议的话题。好在，张
玉宁抢到第二点，弥补了武磊的

“过错”。武磊此后也证明了自
己，第75分钟，武磊在禁区内接
王燊超传球头球建功，国足2比0
领先越南队。

第80分钟，越南球员胡晋才
门前突施冷箭破门将比分改写
为2比1。这个进球也给了越南队
极大的信心，第89分钟，越南队
的狂攻取得成效，阮进灵破门，
将比分扳平。

眼看要痛失好局，国足将士
被逼上悬崖，在最后伤停补时的5
分钟内，球员们没有放弃。最后时
刻，武磊接王燊超妙传再度破门，
绝杀了越南队！这样的过程真是
惊心动魄，好在国足将士终于获
得这宝贵的三分。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胡敏娟

武磊庆祝进球 图据视觉中国

补时绝杀
国足3比2胜越南队获12强赛首胜

足
彩

中 国 体 育 彩 票 胜 平 负 任 选 9 场 第 21118 期 ：
31033300113301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第21118期：32101223
中 国 体 育 彩 票 足 球 胜 平 负 第 21118 期 ：

31033300113301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 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21118期：

131313130030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12月7日）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21267期开奖结果：700，直选：
6754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3：5979注，每注奖金346元。
（44399789.99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21267期开奖结果：70072，一等奖
91注，每注奖金10万元。（349919042.2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21115期开奖结果：537806+
11，一等奖：1注，每注奖金500万元；二等奖：9注，每注奖金
75326元；三等奖：53注，每注奖金3000元。（275842709.51元
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体
彩

中国福利彩票福彩3D第2021267期开奖结果：17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第2021115期全国开奖结果：01

05 07 09 10 16 18，特别号码：03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福
彩

兑彩票

日前，记者从四川人民出版社
获悉，107岁高龄马识途所著的《马
识途西南联大甲骨文笔记》目前已
经进入校对环节，处于最后质量把
控阶段，预计10月中旬出版。

马老曾透露：“我在西南联大
的时候，做了很多笔记。其中，唐
兰教授给我们讲《说文解字》、金
文、甲骨文，非常精彩。”虽然那些
珍贵的笔记已被销毁，但他却自
信地说“它们都在我的脑子里！”

从104岁到107岁，马老曾3
次入院，住院期间都在边回忆边
查证，写下了这部甲骨文笔记，其
中也包含作者自己的认知和参

考。这部甲骨文笔记著作首度公
开，立体展现了一代文学巨匠在
百岁之后克服病魔潜心研究甲骨
文等的乐观豁达、坚忍不拔，从中
亦可管窥西南联大这所世界传奇
名校的精神血脉传承之魅力。

该书是107岁高龄文学巨匠
马识途在西南联大学习甲骨文
的一部回忆录，是一部不可多得
的文、史、学结合的著作，是西南
联大刚毅坚卓精神全面展现的
一个鲜活样本，一本面向普通大
众的坚定文化自信的甲骨文普
及读物。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陈谋

《马识途西南联大甲骨文笔记》
预计10月中旬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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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国庆黄金周

川西线旅游
为啥这么火？ “大量游客蜂拥而至，随之

而来的交通瓶颈制约凸显，游
客反映国庆住宿房价太高的问
题也确实存在。”刘洪坦言，虽
然在节前也通过种种措施对住
宿价格进行了调控，但酒店、民
宿价格还是受到了市场波动等
多种因素的影响。

“我们正在进行分析、研
判，看看甘孜州旅游的硬件
和软件还存在哪些短板，下
一步怎么干才能满足游客需
求。”刘洪将这个国庆黄金周
称之为一次“体检”。在他看
来，随着人们出游方式和观
念的转变，高端定制化、私人
化的趋势十分显著，“我们要
在保护好生态的前提下，找
一条适合甘孜州山地旅游的
新路子。”

“疫情背景下，旅游市场
的韧性明显增强。”同程研究
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功认为，本
地化的周边游需求的强劲复
苏态势明显，但是，以往旅游
基础设施建设的重心一直放
在如何吸引外来游客上，对于
本地居民的休闲度假需求考
虑较少，以至于一些热门出游
区域周边的精品民宿、度假区
等每逢周末就“一房难求”，需
求缺口很大。

如何将巨大的需求缺口转
化为消费活力？西南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教授刘璐表示，疫情
发生以来中国民众假期出游的
新趋势，对地方旅游产业创新
转型发展提出新考验。“特别在
本地游客对当地景点相对熟悉
的情况下，需进一步创新挖掘、
开发具备多元属性的旅游产
品，尽可能为本地及周边游客
带来‘常去常新’的体验。”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李彦琴

半个朋友圈
都在川西耍

“我是3号一早出发，本
以为避过了出行高峰，没想
到从雅安就开始堵车，好不
容易堵进来了，却发现酒店
爆满，几乎找不到可以入住
的酒店。”回忆起国庆黄金周
前往甘孜州出游的情形，成
都市民周岩说，不得已之下
他带着家人在出游第二天就
选择掉头回家。

同样选择前往川西线旅
游的还有刘梅。“10月2日从雅
安往康定一路，车流量巨大，
到了康定收费站进城方向更
是拥堵得厉害。”刘梅告诉记
者，平常一个多小时就能到的
车程，当天走了四个小时还没
到目的地，“朋友圈里还有人
从康定到丹巴，早上6点出发，
晚上11点才到。”

除了甘孜州的旅游线火
爆外，在国庆节前宣布全域
恢复开放的九寨沟也是“人
气”爆棚。10月4日早晨7时
许，藏族小伙扎西经营的“西
部卓玛藏家乐”门前的公路
已经排起汽车长龙，这是通
往九寨沟景区的必经之路，

“得知九寨沟景区全域恢复
开放，大批游客蜂拥而至，今
年国庆假期在我们店里吃
饭、住宿的游客，大多是四川
口音。”扎西说。

数据更有说服力。国庆
期间，九寨沟景区连续3天提
前售罄门票，共接待游客
16.52万人次，门票收入达
2243.84万元，较2019年同期
分 别 增 长 375.46% 和
350.80%。据大数据显示，今

年国庆黄金周期间，四川接
待省外游客排名前五位的
5A级景区中，稻城亚丁、海
螺沟和九寨沟占据了三席。

而根据去哪儿数据显
示，国庆假期民宿预订热门城
市Top10中，四川有三地上
榜，其中阿坝民宿预订量和增
幅均领跑全国，预订量增幅
达438%，甘孜州热度也在全
国第四位，预订量增幅113%。

“10月1-7日，全州共接
待游客237.35万人次，旅游
综合收入26.11亿元，可以说
是创了国庆黄金周旅游接待
历史新高。”刘洪介绍，尤其
是国庆前三天比2020年同期
分别增长70%、29%、39%，各
主要旅游景区游人如织，呈
现出一派欢乐火爆场面。

在旅游近程化的大趋势
下，到就近的川西秘境转一转
成为不少川内游客的选择。除
了全新亮相的九寨沟外，受到

“丁真效应”的强势带动，理塘
县所属的甘孜州也占据了“十
一”旅行目的地热搜榜首，在
预订平台的搜索占比较五一
进一步扩大了2.5倍。

人流、车流带来了强劲
的消费力，但也随之产生了不
少槽点。比如交通拥堵，10月
2—3日前往甘孜州的游客及

车辆急剧增加，特别是雅康
高速车辆通行压力激增，高
速交警不得不发布了“请勿
再前往康定、泸定”的提醒。
再比如，稻城亚丁景区由于
大量游客集中出景区，大巴
车运力不足导致游客滞留景
区未能及时运输下山现象。

而最被网友集中吐槽的
则是住宿。来自绵阳的梁女
士一行在抵达九寨沟后却被
告知酒店“已满房”，此后两
天就在不断找酒店中度过。

“平常700元左右一晚
的酒店涨到了3000元一晚，
就连民宿也要2000元左右
一晚。”在抵达康定后，周岩
看着预订平台上价格涨了
不止一倍的酒店纠结“要不
要花2000元住一个很普通
的民宿？”

记者了解到，在今年国
庆黄金周期间，阿坝、甘孜等
出游热度居高不下区域的酒
店、民宿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价
格上涨，普遍涨幅在2倍以上。

川西线旅游有多热川西线旅游有多热？？
有人在路上堵一天，有人直接掉头回家

拥堵拥堵、、客满客满、、房贵……房贵……
人流、车流带来强劲消费，也带来这些新槽点！

省内“就地游”成新趋势，
旅游产品本地化亟待创新

专家
观点

10月4日，达古冰川景区门票售罄

10月8日，记者从主办方处获
悉，“2021年全国优秀舞剧邀请展
演”部分剧目在成都演出的时间有
变动。原定于10月10日、11日在四
川大剧院演出的剧目《井冈·井
冈》，演出时间更改为11月23日、24
日；原定于11月28日、29日在华侨
城大剧院演出的剧目《八女投江》，
演出地点更改为四川大剧院，演出
时间更改为12月1日、2日。

9月29日晚，2021年全国优秀
舞剧邀请展演在四川开幕。来自全
国10个省、市、自治区近十年来获
得全国“五个一工程”奖、文华大奖

及中国舞蹈“荷花奖”舞剧奖的12
部优秀舞剧作品将陆续上演。其
中，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倾力打造
的舞剧《骑兵》，将于10月10日、11
日在成都城市音乐厅上演。该剧是
中国舞台艺术史上首部以骑兵为
题材的大型原创舞剧，作品塑造了
以朝鲁为代表的一大批蒙古族青
年从朴素的草原骑手，成长为有崇
高理想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骑兵英
雄的故事，是一部展示内蒙古人民
骑兵家国情怀和精神风貌的精品
力作，在豆瓣上评分高达8.6。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任宏伟

全国优秀舞剧邀请展演档期有变
豆瓣评分8.6的《骑兵》周末上演

“今年国庆7天
假期可以说是客流
爆棚，尤其是10月1
日、2日、3日的客流
远超历史记录。”甘
孜州文广旅局局长
刘洪感叹道。

疫情防控期
间，省内“就地游”、
周边“微度假”成为
出游首选。来自四
川省文旅厅的数据
显示：国庆7天假
期，全省共接待游
客 6782.28 万 人
次，实现旅游综合
收入509.04亿元，
基本恢复到2019
年同期水平。

“就地游”大火

不少网友调侃
“国庆期间，半个朋
友圈都在川西耍”。
全域恢复开放的九
寨沟连续3天提前
售罄门票，接待游客
数量和门票收入分
别较2019年同期增
长 375.46% 和
350.80%。在大数
据平台上，阿坝、甘
孜民宿预订量和增
幅均位列全国前五。

川西成“爆款”

后劲何在？
然而，客流持

续火爆随之也带来
了交通拥堵、景点
人山人海、酒店涨
价等等槽点。全新
的国内出游方式
下，“家门口”的出
游目的地正在被深
度挖掘，未来其又
该如何保持热度，
持续吸引游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