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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5日这天，贡嘎雪山上，海拔4800米
的日乌且垭口附近，一个红色单人帐篷引起了一
个成都登山团队的注意。不过，在打开帐篷大门
时，平躺在睡袋中的一名中年男子已经没有了呼
吸。死者身上的一张身份证显示，该男子名叫丁
锦伟，现年47岁，江苏无锡人。

28日，康定警方称，男子系网上组队掉队后
落单，疑高原缺氧而死，目前已联系上其家人。

高原发现帐篷 帐篷内一人已摇不醒

12月23日，成都市民伏先生和他的视频拍
摄团队从贡嘎雪山西南坡徒步穿越，12月25日
下午4点左右，他的团队到达了海拔4800米的
日乌且垭口，下山途经莫西沟尾营地时，高原荒
草甸上一处帐篷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伏先生与团队成员撩开帐篷门，发现里面一
人睡在睡袋中，从露出睡袋的部分面部看，脸色苍
白。“我们大声喊了好多次他都没有反应。”伏先生
又使劲儿摇了几下，睡袋中的人也没有动静。

从现场来看，帐篷内登山包、炊具等装备摆
放整齐，没有搏斗的痕迹。伏先生介绍，根据从
帐篷中找到的证件显示，初步断定这名驴友名
叫丁锦伟，男，现年47岁，江苏无锡人。

12月28日，成都商报记者联系到当地一位
牧民罗布降泽，他所在的位置在海拔3900米左
右，是村里为数不多有信号的地方。他告诉成都
商报记者，当时有村民从山上骑马下来，向大家
说了有人受困。“他们都不会报警，我就帮忙报
警了。”他表示，听说遇难驴友最开始是和一个
9人的团队一起进山的。

伏先生也表示，从当地牧民那里了解到，遇
难驴友在徒步起点老榆林村还请了一位向导，
但只请向导把他送到海拔 4800 米的日乌且垭
口，过垭口之后就独自徒步，死亡地点就在翻过
垭口的第一个营地。

组队徒步却掉队 事发段曾有多人遇难

甘孜州康定市公安局折西分局通报，25
日，折西公安分局贡嘎山派出所接到游客求助
电话称，一名江苏籍游客因身体原因，高反情况
严重在贡嘎山二号营地附近需立即救援，贡嘎
山派出所负责人李降措接到电话后迅速组织村
民连夜赶赴事发地。救援人员在平均海拔4600
米的雪线经过两天两夜的搜救，成功找到求助
者，经初步检查，人员已无生命体征。目前救援
组已经将遗体搬运到玉龙西，分局已经联系上
家属，并通知家属尽快到辖区办理此事。

“该男子系在网上组队后徒步贡嘎山，穿越
期间掉队后落单独自穿越，他身上无外伤，疑高
原缺氧而死。”折西分局教导员杨毅介绍。

说起穿越贡嘎山，不得不说说日乌且。日乌
且峰海拔6376米，位于康定以南30公里，属于
横断山脉大雪山系。在媒体公开报道中，多人曾
在日乌且遇难。甘孜州山地救援队相关负责人
介绍，户外有一个原则，千万不能一个人独自穿
越无人区徒步，在高原上，即使你有再好的体
力，能够自己负重徒步，也需要有马匹跟随，即
使你再熟悉当地的线路和路况，都需要有一个
马夫或者向导一起走。

12月21日，冬至节傍晚，成都小关庙灯火通
明，“沉浸”在羊肉汤热潮中。秦婆婆独自一人散
步经过这条羊肉汤一条街，却再也没能回到家
中。当天晚上，羊肉餐饮店煤气泄漏引起市民夺
路而逃，第二天几乎所有人都将目光聚焦到了不
少市民逃单上，75岁秦婆婆的家人却陷入了悲痛
之中，据她的女儿介绍，在食客蜂拥过程中，秦婆
婆摔倒在地，最后因为颅内出血抢救无效离世。

出门散步
经过小关庙时 和家人失去联系

21日这天，杨大爷和老伴儿秦婆婆在家吃
完晚饭，电视里刚放完新闻联播，秦婆婆提出
要出去走一走。电视里马上就要播放连续剧，
杨大爷坐在沙发上，表示今天晚上就不出去走
了。“白天我们才出去散步了，晚上有点累。”今
年 80 岁的杨大爷告诉记者，秦婆婆虽然已经
75岁，身体却还硬朗，就在12月15日这天，她
还和朋友一起去了峨眉山，直接爬到了金顶。

“前一天邻居还在夸老太太身体好。”秦婆
婆的女儿杨女士感慨地说，“邻居们也觉得惊
讶，好好的一个人，突然就不在了。”当天晚上，
秦婆婆从蓥华寺街出发，散步经过小关庙时，
和家里失去了联系。

家人寻找
到晚上12点也没能找到人

晚上9点，杨大爷发现老伴儿还没回家，便
出门寻找，走过了羊肉汤一条街，他并没有发
现任何异样，随后又走到河边继续搜索，仍旧
没有发现老伴儿。杨大爷回到家中，继续等待，
一直等到晚上12点，还是没等到老伴儿回来。
他赶紧给两个女儿拨打了电话，全家出动继续

寻找。老人沿着河边走，找到一家医院，向护士
描述老伴儿穿着后，知情护士告诉了他真相。

秦婆婆正躺在重症监护室，杨大爷进入监
护室，老伴儿仍旧处于昏迷状态，“医生建议转
院。”杨大爷告诉记者，转院后，老伴儿最终还
是在23日上午8点去世。

煤气泄漏引发食客奔逃
人潮过去 老人躺在地上

杨女士报了警，最后通过调取小关庙附近
监控，她发现一拨人从羊肉汤店里冲出来，此
时老人位于舞东风超市门外的马路上，距离冲
出人群的羊肉汤店隔着两个门店。这时一辆黑
色轿车从旁边经过，遮挡了监控画面。等轿车
驶过，画面显示老人已倒在了地上，到底是被
跑出来的人群撞倒，还是受到惊吓倒地，或者
别的原因，目前尚不清楚。

据事发羊肉汤店隔壁老板介绍，当天晚上
隔壁店因为煤气泄漏，引起食客恐慌，大量食
客从店里冲了出来。“我们店的也跑了，外面排
位的都跑了。”餐馆负责人表示，当天他们店损
失了4000多元，“据说是煤气罐和炉子接口处
断了，气关了就没事了。”

对于煤气泄漏具体原因，事发餐馆肖半仙
羊肉汤相关工作人员表示，不便接受采访，记
者询问了几位工人，大家都表示对这个事情不
清楚。附近的舞东风超市员工则表示，人群冲
出来后，满大街跑，这之后就看到一位老太太
躺在地上，头朝下，流了一地血。杨女士表示，
目前煤气罐已经被辖区太升路派出所封存。有
附近市民说是有人故意逃单制造了煤气泄漏，
也有人说是餐馆煤气意外泄漏。

随后，记者从警方获悉，目前此事还在调
查之中。

贡嘎雪山
男子帐篷内死亡

医生推断，该男子遭遇高反引起高原肺水肿等症状致死

煤气泄漏 羊肉汤店食客奔逃
人潮过去 七旬老太倒在地上

谁来为这次不幸担责？律师表示，奔跑的食客和羊肉汤店是否承担责任，要视情况而定

买部手机
换了三次都是翻新机

换部新手机，应该是件让人高兴
的事，但市民廖先生“运气”有点不好。

12月23日，廖先生到太升南路准
备换部新手机，走到迅捷通讯楼下
时，被一个搭讪的陌生人带到了4楼1
号的手机店，以1300元的价格买下了
一部苹果5s手机，老板说官方苹果5s
已经下架，只能在店内保修，但保证
是新机。当晚，廖先生给手机充电时
发现屏幕上有4道闪光，跟自己此前
的苹果手机不一样，当即反应过来，
是不是遇到了翻新机？“拿出来包装
是已经打开过的。”廖先生回忆说。

第二天，廖先生找到老板，老板
承认确实是翻新机，但不能退款，只
能换同价位的其他手机。于是，廖先
生选择了一款 OPPO R7，但使用两
天后，廖先生发现手机“掉电”特别
快。28 日，廖先生和表哥晏先生再次
来到太升南路，老板又给他换了一部
VIVO V3，并表示，这次绝对是新机。
多了个心眼的晏先生将手机送VIVO
官方售后中心鉴定，结果让他气炸了
肺，“还是翻新机！”

气冲冲的两人找到老板要求退
款，但老板仍然拒绝，几经折腾，老板
松口，拿出了一部全新未拆封的OP-
PO A33，当面拆开激活。但晏先生发
现该款手机官方报价为 999 元，要求
退还300元差价，最后，店老板退还了
200元。

28日下午，成都商报记者来到位
于太升南路43号迅捷通讯4楼，找到
廖先生购买手机的1号店铺，这家手
机店没有店名店招，没有看到工商许
可资质等文件。

一位姓樊的店老板承认此前的3
个手机确实是“官换机”。“都是这么
卖的，但是我们不卖山寨机、高仿机。
那是官方放出来的（翻新）机子。”樊
先生说。

记者反复询问，是否在售卖时明
确告知是“官换机”，樊先生只表示，廖
先生购买手机的价格，低于品牌手机
的市场价格数百元，这就说明了一切。

随即，记者来到品牌手机 VIVO
位于提督街 1 号雄飞大厦 17 楼的成
都售后中心，客服主管告诉成都商报
记者，公司从来没有过“官换机”的概
念，所有从正规出货渠道的手机，均
是原装原封。廖先生应该是遇上了从
非法途径获得的翻新手机。

28 日，廖先生已拨打 12345 市长
热线投诉该手机店销售假冒伪劣产
品，截至记者发稿时，还未收到回复。

成都商报记者 于遵素

小孩长了个“小尾巴”
放化疗结合“消”掉它

与同龄人相比，如今 4 岁的小布
（化名）成长并不顺利。他出生时，屁股
上就有一个长约10厘米的“小尾巴”，
经医生诊断为恶性畸胎瘤并切除。然
而，当小布长到2岁时，这个“小尾巴”
又长了出来。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四
川省肿瘤医院了解到，该院用放化疗
相结合的方法，“消”掉这个肿瘤“小尾
巴”。复查的结果显示，小布骶尾部的
肿块已经完全消失。

“对于儿童化疗来说，有一个难题
就是制动。”何为制动？小布的主管医师
黄叶才介绍，制动就是要保证孩子在放
疗中固定体位，安静地躺在那儿完成治
疗。化疗之初，黄叶才每次把熟睡的小
布放到真空垫上，他就立刻醒来到处乱
动，导致治疗无法进行。后来，他们改变
了准备顺序，医生先把小布放到真空垫
上，并陪他玩耍，哄他睡觉。不到一会
儿，他便睡着不动了。 （邹近）

正值岁末年终，盗窃案件多发。近日在微
信朋友圈流传一则“提醒”：有不法分子用一
块钱硬币，就能让你的车锁失灵，然后趁机盗
走车内财物，甚至是汽车。网帖说的方法是否
可行？27日，成都商报记者以三款车型做一系
列实验进行求证，发现这种做法不影响锁车。

自媒发文：用一枚硬币可盗车内物品

12月27日，成都一自媒体微信号“郫县微生
活”发布一篇文章：《紧急提醒！车门把手被塞了
这个？赶紧拿掉，否则很危险！》，短短一天时间就
超过3200次阅读。微信文章中透露，依靠一枚一
元硬币，就可能盗走车内物品，甚至是汽车。

随后，成都商报记者询问了成都多个派
出所，都没有接到关于“硬币盗车”方法的报
警。成都商报记者联系上“郫县微生活”的工

作人员，对方表示确实发了该文章，“在网上
看到有很多评论。”对于信息真假，对方表示，

“这个咋核实？这个无法核实。”

记者实测：不能对车锁造成影响

到底这种方法是否可行？12月27日，成都
商报记者实地实验，看硬币卡车门的方式，是
否能有“可乘之机”。记者以猎豹、大众帕萨
特、尼桑逍客三款汽车车型为实验对象。实验
方法一：在车门关闭后，将一元硬币卡在车把
手处，再次打开、关闭车门，然后再看把手处，
发现车门依然是关闭状态，硬币对车锁并未
造成影响。实验方法二：在车门开启的状态
下，把一元硬币卡在车把手处，再次关闭车
门，随后试着拉动把手，发现车门已经处于关
闭状态，硬币对车锁并未造成影响。实验的三
款车型结果均是如此，并未造成影响。

也有网友在网络上对此方法表示质疑，
“现在绝大部分车在锁车时都会自动检测车
门，正常锁好车后，车喇叭会‘嘀’一声；如果有
车门没关好，锁门的时候是无法发出‘嘀’的一
声的，以此提醒车主检查车门是否关好。”

专家解读：车锁传感器不和门把手连通

当天，成都商报联系上四川汽车职业技术
学院教师黄锋，黄锋本人也是汽车专家之一。黄
锋介绍，之所以硬币卡车把手的方法行不通，是
因为车锁的差异。“目前市面上大部分车的车锁
传感器跟车身和车门的设计有关，并不和门把
手连通。”黄锋透露，目前车门上的车锁都是两
套系统，“车门部分是机械系统，只控制外部把
手。另一套是电路系统，控制的车门落锁和玻璃
升降。硬币只能把门把手部分卡住，在里面的车
门控制单元是独立不受影响的。”

警方提醒，首先，车辆不能乱停乱放。其
次，对于部分被盗系数较高的车辆，建议车主
安装机械锁、方向盘锁等装置，有条件的到正
规商店安装GPS，一定要安装在隐蔽处。

成都商报记者 颜雪 摄影记者 王效

门把手塞硬币能让车锁失灵？记者实验：不靠谱

1、若餐馆煤气意外泄漏和食客撞人 两者均需担责

煤气泄露引发了一场多米诺骨牌效应，这
场原本有惊无险的奔跑，给秦婆婆的家人造成
了无法弥补的伤痛。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刘
秀认为，假如老太太是被奔跑的顾客撞倒的
话，在煤气泄漏属于意外事故的情况下，撞人
者负有直接责任。虽然煤气泄漏引发了这场奔
跑，但煤气泄漏和撞人并无直接因果关系，店
家需要承担次要责任，具体承担多少取决于法
官判决。

2、若有人为了逃单故意放气 已经涉嫌犯罪

这场事故中，有人提到是因为有人逃单故
意放气，对于这一说法，蓉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陈小虎则表示，借机逃跑的人，要承担主要赔
偿责任，同时他这种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已经
涉嫌犯罪。另外，如果经过鉴定，店家使用有安
全隐患的液化气罐造成煤气泄漏，羊肉汤店也
可能因为这种危险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3、贴紧急避险标签意义不大 若食客撞人还是要赔

中国政法大学阮齐林教授认为，在这个事
件中，贴一个紧急避险的标签意义不大，紧急
避险是一个有意识的行为，除非是有人为了选
择避险而将老太太撞倒，才可能涉及紧急避险
行为是否得当。而食客在奔跑中，过于慌乱撞
倒老人，属于一种意外，不涉及刑事犯罪，但撞
人者还是要承担赔偿责任。不过，如果有人故
意起哄，那么这个人就属于违法犯罪。

成都商报记者 宦小淮 摄影记者 王红强

监控显示
一拨人从羊肉汤店里冲

出来，此时老人位于舞东风
超市门外的马路上，距离冲
出人群的羊肉汤店隔着两
个门店。这时一辆黑色轿车
从旁边经过，遮挡了监控画
面。等轿车驶过，画面显示
老人已倒在了地上，到底是
被跑出来的人群撞倒，还是
受到惊吓倒地，或者别的原
因，目前尚不清楚。

谁来为这次不幸担责

律师说法

四川省红原县公安局蓝银茂在公安
部门从事法医工作十多年，对高原病引
起死亡的病例记忆深刻。他表示，人体对
低氧环境可产生一系列适应和不适应性
反应，个体差异很大。短时间内进入3000
米以上高原时，可出现高原反应症状，表
现为头疼、头昏、胸闷等，海拔 4000 米以
上，由于严重缺氧，可引起大脑皮层损伤
和脑水肿。患者除有急性高原反应外，还
会出现相应的神经系统症状，比如剧烈
头痛、呼吸困难等，随后出现嗜睡，并逐

渐转入昏迷，最终导致死亡。
甘孜州人民医院的一名医生听完介

绍后推断，遇难的这名驴友可能遭遇高反
引起了高原肺水肿等症状。他介绍，高原
反应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大脑供氧不足，导
致脑缺氧，严重的甚至致死。而高原肺水
肿是常见的重性高原病，一般在 4000 米
以上发生，常在登山后3～48小时急速发
病，迟者 3～10 天发病。严重的肺水肿病
情可迅速恶化，数小时内病人昏迷、死亡。

杨毅 成都商报记者宦小淮 蒋麟

为何入睡死亡？或因高反引起高原肺水肿

当地警方展开搜救 图片由康定警方提供

遇难者的帐篷 图片由目击者提供

硬币卡车门实验

秦婆婆生前照片

侵入高校教务系统“改分洗底”
小伙被判刑5年

“修改考试成绩，删除旷课、处分
记录……”90后达州小伙小闫在网上
多个高校贴吧发布这个广告，利用所
学的计算机专业技术成功破译教务系
统管理员账号密码，进而登录网站修
改成绩，最终获利4.8万余元。12月28
日，崇州法院判决小闫犯破坏计算机
信息系统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

据了解，小闫是四川一高校的计算
机专业大学生，在校期间曾获得过国家
励志奖学金、高级软件开发工程师，还
获得过四川省计算机设计相关大赛的
一等奖，前途不可限量。然而小闫在毕
业后找工作的路上步入了歧途。由于出
身农村，家庭经济困难，找工作压力大，
小闫决定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侵入四
川某职业技术学院等多所大中专院校
教务系统，为其他学生改分或删除不良
在校记录赚钱。经查，小闫因此获利4.8
万余元。事发后，小闫的家人代其退还
了这笔违法所得。

庭审中，小闫表示认罪。“我对自
己犯下的罪行很自责与愧疚，我在农
村长大，渴望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然而
由于刚走出校门，经济压力大就走上
了歧途，对不起。”

崇检宣 成都商报记者 王英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