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T-30型两厢牵引车的第一
节车厢设有驾驶室，后一节车厢负
责装载武器装备。该型车采用宽约
1.1米的履带，可在零下50摄氏度的
环境下穿越土壤承重水平很低的
沼泽、雪原等复杂地形。参加胜利
日阅兵的一些防空导弹可以由它
运载进入北极地区展开部署。

“托尔”-M2DT型车载防空导
弹可在陆军部队作战或集结时负责
防空或专门守卫司令部、通信设施、
重要桥梁和飞机场，拦截敌方导弹
和作战飞机。一套“托尔”导弹发射系
统可一次性配备16枚短距离防空导
弹，攻击16公里以内、高度1万米之内
的空中目标。在发起攻击前，一套“托

尔”导弹的雷达系统可追踪最多48个
空中目标，瞄准其中的8个目标，连续
攻击其中4个最具威胁的目标。

“铠甲”-SA型车载防空导弹的
原型是将导弹和火炮合为一体的

“铠甲”防空战车。在对极地作战特
点进行改装后，该系统舍弃了原先
配置的两门速射防空炮，将短程防
空导弹发射架由12个增加到18个。

据报道，集结在一起的多套
“铠甲”导弹会不间断地定点保护
重要军事设施和行进中的陆军部
队。该武器自带的雷达能在与目标
最远相距36公里时同时追踪20个目
标，并用导弹以1.5秒的间隔连续攻
击20公里范围之内、飞行高度1万米

以内的敌方导弹和作战飞机，可用
两枚导弹攻击同一个空中目标，以
确保打击效果。

“虎”式越野车（简称“虎”车）
可执行运送人员、巡逻或专职反坦
克等任务。该车作战原则是快速反
应，力争先发制敌。它可以配备16
枚导弹进行反装甲作战。该车行进
时，可用机枪等武器攻击2公里以
内的移动目标。

“台风K”装甲运兵车底盘最低
点的离地间隙近60厘米，比常见的
装甲车高出近30厘米。驾驶室和运
兵舱均位于车内结构的上层。这些
设计都是为了降低地面爆炸物对
车体的破坏力。 （新华社）

85岁登山者命丧珠峰大本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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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大选
文在寅宣布获胜

据央视新闻报道，北京时间9日
22：50，韩国共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文
在寅到光化门发表讲话，宣布取得大
选胜利。文在寅说，投票结果是国民的
胜利，感谢共同参选的候选人。他从10
号开始，将成为全体国民的总统，建设
一个全新的国家。

这是韩国1987年改宪以来首次在
总统缺位状况下选举总统。本届选举
共有15名候选人登记，其中两人在竞
选最后阶段退出。主要角逐者有5人，
分别是共同民主党文在寅、国民之党
安哲秀、自由韩国党洪准杓、正党刘承
旼和正义党沈相奵。

本次选举的投票时间为当地时
间9日6时（北京时间5时）至20时，选
民必须持身份证到居住地所属的指
定选区投票。韩国选情分析人士预
计，大选初步计票结果可能会在当天
午夜前后出炉，确切结果要等到10日
凌晨才能揭晓。

同时，由于朴槿惠被弹劾，韩国总
统一直缺位，当选总统10日将立即获
得总统职权，将一边执政，一边组建内
阁。不过，无论谁赢得大选，在如今的
韩国，新总统恐怕都不得不面临三个
不容小觑的挑战。

在朴槿惠“亲信干政”风波中，韩
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一度降到冰点。
新总统走马上任后的首要挑战，便是
如何重新获得民众对领导人和政府的
信任，着手清除“亲信干政”事件中暴
露出的政经胶着等社会顽疾。

在外交安保方面，前任政府给新
总统着实留下了一个“烂摊子”：朝鲜
半岛局势持续紧张，南北双方几乎隔
绝；前任政府一意孤行，让中韩关系发
展受阻等。

前任总统朴槿惠的经济政策表现
不佳是惹起众怒的根本原因。韩国国
内目前面临物价和失业率增长的双重
压力。今年第一季度，韩国物价上涨速
率加快，失业率达到2010年以来最高
值，青年失业率尤其严重。韩国机构4
月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国民幸福感
从2011年的0.348分降至0.133分。从某
种程度上说，经济和民生问题可能是
新总统面临的最大挑战，这甚至将决
定其任期的成败。

（新华社、新华国际、央视新闻）

登珠峰也“逃票”
被抓包受重罚

尼泊尔一名官员8日说，一名南非登
山者因未申请许可并交纳相关费用而私
自从南坡攀登珠穆朗玛峰，不但被没收护
照赶下山，还将面临2.2万美元（约合15.2
万元人民币）罚款。外国人从南坡攀登珠
峰必须向尼泊尔政府申请许可，并交纳
1.1万美元（7.6万元人民币）登山费用。这
是当地的主要旅游收入之一。涉事男子名
叫瑞安·肖恩·戴维，现年43岁。（新华社）

坐稳总统
马克龙还需“关键一步”

法国总统选举 7 日结束，“前进”
运动候选人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当选
新一任总统，迈出他推动变革的第一
步。对马克龙而言，更为重要的还有第
二步，即赢得有着“第三轮选举”之称
的法国议会选举，这一选举将决定议
会多数派归属，影响法国政府未来五
年的实际执政方向。

马克龙所领导的“前进”运动于去
年6月成立，眼下在议会并无席位。如
果该运动不能在议会选举中赢得多数
席位，马克龙的政策推行难免受到影
响，他还可能被迫组建联合政府，甚至
沦为“名义上的总统”。

马克龙曾在被任命为法国经济、
工业和数字经济部长，但从未经由选
举出任公职，背后也没有根基深厚的
政党支持。此次赢得选举，能否顺利执
政备受外界关注。英国《卫报》8 日报
道，“前进”运动将更名“共和国前进”
运动，全力备战议会选举。

该运动秘书长理查德·费朗说，议
会选举是马克龙不得不面对的第二
步。“共和国前进”运动这一法国政坛
新兴力量将就议会全部577个议席提
名候选人。为实现马克龙“改变法国政
治生态”的竞选口号，“共和国前进”运
动提名的半数候选人将是政坛“新面
孔”。另外，预计577名候选人中，女性
将占半壁江山。候选人名单将于11日
公布。 （新华社）

根据外媒消息，顶峰尼泊尔徒步（Summit Nepal Trekking）总
经理Shiv Raj Thapa称，医生在替谢尔占尸检后表示：他是自然死
亡。肺部有高山病造成的积水。

对此，尼泊尔登山协会会长Ang Tshering则有不同说法，他
接受外媒采访时表示，谢尔占的死因是心脏病。

红星新闻记者经过查证后发现，高山病其实就包括了高原性
心脏病，水肿是症状之一。

“他身体很健康，每天步行15公里。但是对于爬珠峰来说，他
年纪太大了。”Ang Tshering指出，年纪是导致谢尔占死亡的一个
重要因素。发病时，谢尔占在珠峰大本营休整，等待适合天气做一
次性登顶挑战。但因为年纪原因，他不得不略过常规的适应性反
复登山训练。

登山家Alan Arnette在接受外媒采访时表示：我佩服这些极
限登山者，他们拓宽了传统认知的界限。但他同时表示，比登顶更
重要的是安全到家。

更新更详尽报道更新更详尽报道请扫描请扫描
二维码关注红星新闻二维码关注红星新闻

5月6日晚间，
85岁的尼泊尔登山
者谢尔占在珠峰南
坡大本营去世，未
能实现其再次成为

“登顶珠峰最年长
者”的梦想。

谢尔占以85岁
高龄挑战珠峰去世
的消息在网络引发
争议。此外，谢尔占
的死还引发了网友
对尼泊尔政府是否
应该准许高龄老人
挑战珠峰的讨论。

2008年，76岁
的谢尔占成功创下
最高龄登顶纪录。5
年后，这项纪录被三
浦雄一郎打破。对于
谢尔占一再挑战珠
峰，试图刷新最高龄
登顶纪录的行为，有
媒体称他是在跟三
浦雄一郎竞争。

谢 尔 占 曾 表
示：我的目标不是要
打破谁的纪录，这不
是个人之间的竞争。
我只是想挑战我自
己的纪录。我就是想
告诉人们，年纪不会
阻碍你实现自己的
追求。

起 因起 因

争 议争 议

挑 战挑 战

回 应回 应

谢尔占，是一位有7个儿女，17个孙
辈，和6个曾孙的85岁老人，曾服役于因
骁勇善战闻名于世的前英国廓尔喀雇佣
兵团。上世纪60年代，谢尔占作为联络官
被尼泊尔政府派给瑞士队伍，自攀登尼
泊尔道拉吉里峰后，他就爱上了登山。他
曾两次徒步超过1200公里，自西向东，从
南到北穿越尼泊尔。为了给2008年的珠
峰登顶准备，他曾于2006年攀登了Naya
Khanga 峰。

2008年，76岁的谢尔占成功创下最高
龄登顶纪录。2013年，这项纪录就被80岁
的日本登山家三浦雄一郎打破。

此后，他几次试图以高龄刷新纪录，
却都因各种原因未能成功。

对于谢尔占一再挑战珠峰，试图刷新
最高龄登顶纪录的行为，有媒体称他是在
跟三浦雄一郎竞争，但他自己却表示：我
的目标不是要打破谁的纪录，这不是个人
之间的竞争。我只是想挑战我自己的纪
录。我就是想告诉人们，年纪不会阻碍你
实现自己的追求。

谢尔占此前曾表示，即使他已达85岁
高龄，但仍旧可以抵达“世界之巅”。同时，
他也想借此次挑战，呼吁“世界和平”与

“地球保护”。
自今年1月起，谢尔占就开始为他

2017年的远征计划进行筹款——7.5万英
镑的筹款目标，截至记者发稿也只筹到
2133英镑。在他过世之后，还有部分网友
上筹款页面捐款致敬。

随后，红星新闻记者翻看谢尔占的个
人主页，上面还挂着他的2017年珠峰挑战
日程，只是他再也不能按日程回家了。

红星新闻实习记者 林容

美国听证会
调查“俄干预美大选”

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当地
时间8 日，美国前任代理检察长耶茨
和前国家情报局长克拉珀出席听证
会，就俄罗斯是否干预去年美国大选
和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弗林与俄罗斯
的关系作证。

耶茨表示，外国力量干预美国大
选对所有美国人造成严重威胁，耶茨
承诺将尽可能开诚布公，但有些问题
涉及机密，依法她将无法公开讨论。耶
茨还表示，她此前已警告过白宫，前国
安顾问弗林可能遭俄罗斯勒索。

弗林因在他与俄罗斯驻美大使接
触一事误导白宫，而在担任国家安全
顾问仅 24 天后，遭特朗普革职。克拉
珀则表示，不掌握特朗普阵营和俄罗
斯私通干预大选的证据。

克拉珀表示，俄罗斯数十年来企
图干扰选举，去年美国大选的干预程
度达到警戒线，希望美国民众明白俄
罗斯对美国威胁的严重性，美国须在
俄罗斯进一步破坏美国民主前，采取
行动。 （法制晚报）

俄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
北极部队军车亮相

同/步/播/报

2017年，尼泊尔政府史无前
例的给外国人发放了371个登山
许可，近800人将拥堵珠峰。有网
友甚至预言：“五月，将是一个因
拥堵而危险异常的登山季。”

对登山者人身安全的忧虑引
发各界讨论，国际社会质疑不断，
指责尼泊尔政府为了经济利益，
滥发登山许可，放任“自杀式”登
顶的现象发生。

5月6日，85岁的尼泊尔登山
者谢尔占在珠峰大本营去世。

在此之前，尼泊尔政府曾公
开表示，将禁止18岁以下和75岁
以上的人登珠峰。

一时间，谢尔占以85岁高龄
挑战珠峰去世的消息在网络引发
争议。有网友赞扬：出师未捷身先
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征途上死
掉，比在病榻上慢慢挂掉，可是强
多了。向老英雄致敬！虽然有人认
为这是“死得其所”“最好的归
宿”，但反对的声音也同时存在：
一点都不为这些做危险极限运动
而丧命的人惋惜。

此外，谢尔占的死还引发了
网友对尼泊尔政府是否应该准许
高龄老人挑战珠峰的讨论。

据调查，尼泊尔登山的最低
年限为16岁，但没有具体的年龄
上限。而和谢尔占一样80多岁高
龄的登山家该不该冒生命风险去

“添堵”，该不该有选择生死挑战
的机会？

对此，红星新闻记者进行了
深度挖掘。

7日，谢尔占的遗体被直升机送到了加德满都，葬礼随后举
行。谢尔占家人朋友和支持者们前来为他献花送行，加盖尼泊尔
国旗，现场僧侣焚香诵经。

负责谢尔占此次登顶宣传的志愿者Resham Sherchan告诉红
星新闻记者，他们团队还将在英国为谢尔占举行悼念活动。

谢尔占的死亡引发了网友们对“尼泊尔政府是否应该允准高
龄老人挑战珠峰”的讨论。

而在此以前，有外媒也曾报道，谢尔占的竞争对手三浦雄一
郎计划将于90岁再次挑战珠峰。

对于毫无经验的登山“菜鸟”来说，去珠峰“添堵”，有给自己
和团队，包括其他登山者造成危险的不负责任的嫌疑。但是，对于
像谢尔占和三浦雄一郎这样有着丰富经验的登山家而言，又意味
着什么呢？

对于以上问题，通过采访，红星新闻记者得到不同回应。
国际登山协会（UIAA）发言人表示，不该设置登山的最高年

龄限制。不过，该发言人认为设置最低年龄很有必要，应该防止年
纪太小的人把自己置于险境。同时，所有登山者都应该具备必要
的经验和健康的身体，登山过程中也应该对自己的一切行为负
责，避免把其他登山者置于险境。

尼泊尔登山协会会长Ang Tshering则表示，应该马上把限制
登山年龄的立法提上日程，像（谢尔占）这样的损失原本是可以避
免的。协会已经在积极推进政府立法，限制76岁以上老人登山。

而根据Adventurestats数据显示，50岁以上登山者中，年龄并
没有导致死亡率上升。

就在谢尔占的2017年远征筹款页面，红星新闻记者看到，谢尔
占表达了对自己生命的“零担忧”。在这个“不成功便成仁（Do or
Die）”的问题上他已经考虑清楚，并下定决心要实现自己高龄登山
的壮志。

尼泊尔政府虽然表示要设置登山者的年龄上限，对此尼泊尔
旅游委员会负责人Dinesh Bhattarai则表示，立法必须要从内部讨
论到具体执行一步步来，目前还没有到内部商讨阶段。

高龄老人登珠峰

5月6日，85岁的尼泊尔登山者谢尔占在珠峰大本
营去世。

2008年，76岁的谢尔占成功创下最高龄登顶纪
录。2013年，这项纪录就被80岁的日本登山家三浦雄
一郎打破。此后，他几次试图以高龄刷新纪录，却都因
各种原因未能成功。

2016年，他因为准备不充分没能成行。2015年，去
珠峰大本营的路上碰上尼泊尔地震，他不得不放弃。
2014年，他的登顶计划因为一场牺牲16人的雪崩取
消。2013年，他又因为天气原因取消登山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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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疑惑 尼泊尔应该允许高龄挑战吗？

有无必要 设置登山的最高年龄限制

死因争论 自然死亡还是心脏病？

谢尔占谢尔占：：
我只想挑战自己我只想挑战自己

尼泊尔登山家

谢尔占

人物档案人物档案

5月9日是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纪念日。当日，俄罗斯在首都
莫斯科举行阅兵式，展示了先进武器装备。

在当天阅兵式上所展示的先进武器装备中，有5件重要武器
装备值得关注。分别是：DT-30型两厢牵引车、“托尔”-M2DT
型车载防空导弹、“铠甲”-SA型车载防空导弹、“虎”式多用途4
轮装甲越野车和“台风K”装甲运兵车。

是挑战极限
还是挑战生命

5月9日，在俄罗斯莫斯科，士兵驾驶俄罗斯北极部队军车在红场行驶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