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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苹果最新手机iPhoneX昨日
全球同步开售。成都商报记者调查发
现，首发当天万象城、太古里等苹果专
卖店门口早早就排起了长队；而太升
南路众多零售商家现货售价较官网高
出900元左右，购买的消费者并不多。

首发当日
成都苹果专卖店排起长队

9：30，成都万象城苹果专卖店外排
起了长队，太古里苹果专卖店门口也排
了近百人。记者随后前往伊藤苹果专卖
店，销售人员说，在该店也能买到
iPhoneX，但要在该店官方微信号预约。

根据往年发售情况，新iPhone的
供应包括苹果零售店的客流及库存供
应给第三方商店。在苹果专卖店供应
数量有限时，电子市场等成为消费者
购买到新iPhone的另一个选择。

11月3日下午，记者走访了太升
南路多家手机专卖店，大部分商家都

有 iPhoneX 现货，256GB 版的价格大
约10600元，较官网9688元贵912元，
也有个别商家将价格定为11500元。

一商家告诉记者：“价格贵900元
不算高，iPhone6s及iPhone7发售时，至
少贵1500元。”长期从事手机销售的刘
先生说，今年也有抢购，但没有想象中
火爆，消费者更加理性，商家须在上市
这两天尽快将iPhoneX转手。

人脸识别
现场测试：换装后仍能解锁

要论2017年手机行业的关键词，
能跟“全面屏”一较高下的只有“人脸
识别”。iPhoneX 用户可借由 3D 脸部
识别技术，完成手机解锁、iTunes账号
登录和App Store购物支付授权等，实
现全程非接触式识别操作。

人脸解锁无疑是iPhoneX上最吸
引 人 的 功 能 之 一 。成 功 预 约 购 买
iPhoneX的黄小姐说，Face ID可以刷
脸，iPhoneX 的镜头和镜头软件也可
以支持做动画表情。同时，玻璃加不锈
钢外表及全屏大屏，看起来更美观。

对于 Face ID 的刷脸功能，成都
商报记者昨日下午邀请了一对双胞胎
兄弟进行人脸解锁测试。首先由双胞
胎中的弟弟录入面部图像后，将手机
转交给双胞胎哥哥后瞬时解锁成功；
同时，兄弟两人在进行“摘眼镜”、“戴
帽子”等换装后依旧解锁成功。

iPhoneX主要汇聚了四大创新点：
无线充电、OLED全面屏、3D成像和非
金属后盖，将成为未来一两年手机创
新的主轴。预计国产机将在年底至明
年跟进，这几个领域均孕育着大机会。

成都商报记者 费成鸿 摄影 王效

iPhoneX昨日全球发售

成都双胞胎骗过“人脸识别”

雀儿山东顶新线路首登
凭借从雀儿山背面（南侧冰川）开辟的一条通往东顶的全新线路

美国登山者和中国山友入围亚洲金冰镐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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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日，被誉为亚洲攀登界最高荣誉
的金冰镐奖公布，定居成都的美国人曾
山和他在中国结识的登山者，凭借从雀
儿山背面（南侧冰川）开辟的一条通往东
顶的全新线路，入围金冰镐奖。

每年夏天，都会有四五百人朝着雀儿山
西顶进发，然而，人们登顶的地方，真是
雀儿山的最高点吗？从2003年开始，曾
山就和他的伙伴们提出了质疑，他认为
距离西顶450米的东顶，才是雀儿山的
最高点。

对于此次入围，曾山显得比较淡然，因
为他已经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结果——
东顶确实比西顶高出了15~20米。

东顶东顶((主峰主峰))
三号营地三号营地58505850米米

二号营地二号营地56005600米米

一号营地一号营地49004900米米

［登顶］
再向雀儿山行
找到山峰真正的高点

凌晨3点，曾山从帐篷里钻出
来，借着电筒的亮光，朝着雀儿山的
东顶发起“冲锋”。一道400多米的山
脊，随着天色渐渐变亮而愈发冷峻，
曾山手拿冰镐，小心翼翼攀着冰壁，
朝着顶端行进。刀锋一样的山脊，在
狭窄的地方只能骑在上面，慢慢向
前移动，两边都是万丈深渊。

缓缓爬过两峰之间的垭口，曾
山和队员高俊、刘峻甫站到了雀儿
山海拔6163米的东顶！这也解开了
当年留在心里的疑惑。2003年，曾山
登上了雀儿山西顶，望着对面的东
顶，他告诉队友：“那个山头好像要
高一点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一直留
到了2017年8月9日的中午12点。

2009年之后，雀儿山在登山圈
子里开始火起来，不过，很多人上山
的路线都是曾山和中国山友开辟出
来的一条线路，“他们都以为到了西
顶就算是上顶了。”今年8月登到东顶
后，曾山又返回西顶，利用GPS等设
备进行测量，最终发现，东顶比西顶
高出了15~20米；而他们所开辟的通
往东顶的全新线路，比传统线路难度
更大，这条线路也让他们入选了亚洲
登山界最高荣誉——金冰镐奖。

［山缘］
酷爱四川的山峰
找到另一半定居成都

“中国的山和美国的山不一样，中
国有很多未登峰。”从小生活在美国纽
约，曾山对于登山和中国文化非常痴
迷，他的中文老师给他起名“曾山”，也
是因为这个学生对大山的热忱。

1990年，曾山来到北京大学留
学，学校的北大山鹰社引起了他的
注意。“最初只是为了能够到社团结
交朋友，学习中文。”曾山说，但社团
的经历也开启了他的登山人生。

和那些追求高海拔的登山者不
同，曾山喜欢技术型的攀登，将攀
冰、攀岩等技术融入整个上升过程
中。一座山，翻来覆去爬，光是毕棚
沟的半脊峰，他就开辟出了4条线
路，这座5000多米的山峰，在他和一
些中国山友造访后，如今每年都会
迎来1000多人攀登。

“每条线路都各有特色。”他告诉
记者，有的线路山石雄奇秀丽，有的
线路冰川纵贯挺拔。首次登上一座山
峰，还能享有命名权，“半脊峰”就是
他和伙伴起的名字。2003年，曾山加
入了成都刃脊登山探险公司，和中国
登山者马一桦联手攀登了四川境内
多座5000~6000米的技术型山峰，积

累了很多山峰的资料，也开启了中国
民间登山的黄金时代。

在成都，曾山也遇到了自己的
另一半，最终成了一名四川女婿。已
经47岁的曾山，爬遍了四川境内的雪
山，但他还给自己预留了一个目标，
那就是在50岁之前登上乔戈里峰。

［惊险］
征服慕士塔格峰
补给耗尽靠雪水冲顶

人到中年，曾山选择线路愈发
稳健。去年和一名巴西登山者挑战毕
棚沟内羊满台的一条线路，中途遇到
长达几百米的冰壁，还遭遇了小型雪
崩，爬到一半，曾山撤了回来。“我还
有妻子、女儿，不能继续冒险了。”

这要倒回10年，是不可能发生
的事。2000年，曾山和伙伴从东脊
登顶新疆的慕士塔格峰，比西线陡

峭得多。“我们预估4天征服这条山
路，不过，显然低估了这座高山。”
曾山告诉成都商报记者，4天时间
他们只爬了一半，能够吃的食物都
消耗殆尽。

“往上爬呗，那时候年轻啊！”曾
山说，谁也不肯下撤，他们靠着仅存
的燃料，化掉地上的雪，保证身体需
要的水分。“还不敢把水烧热，刚化
成水就把炉子关掉，燃料必须省着
用。”距离山顶50多米的位置，其中
一位队友出现脑水肿，摔出了70多
米远，曾山和朋友死死拽住了绳子，
大家最终得以保全。

最后他们成功登上了慕士塔格
峰，在下撤的时候，幸好路上遇到了
一个帐篷，里面没人。曾山说，当时为
了冲顶，很多重型装备都舍弃了，是
这顶帐篷救了大家一命。后来碰到一
群波兰人，才知道这顶帐篷是他们伙
伴的，那人消失在了雪山之上。

10月31日这天，曾山起了个大早，特
意到菜市场挑了一个大南瓜。“南瓜一定
要又大又圆，雕出来才好看。”万圣节到
了，在办公室，他和同事们交流起给女儿
雕刻南瓜的心得。

喜欢辣子鸡丁和水煮肉片，曾山适应
了川菜的味道，也爱上了成都的闲适。女
儿从小就跟着他一起爬山，最高纪录去过
海拔4500米的高山，还喜欢拿着冰镐砸开
冰冻层，大口喝里面的山泉水。

“她喜欢骑马，我们步行，她在马背上
看书、打游戏。”曾山说，相信女儿今后也
会热爱这里的山山水水。

2012年，曾山在成都创办了领攀户
外运动有限公司，在国内推广登山运动，
并研发了一套先进的安全登山教育课
程。“登山总是伴随着一些山难，这也是
我创办登山学校的初衷。”他表示，民间
登山很多都缺乏专业的向导，“一个好的
向导要对地形图、气候观测、野外医学都
有所掌握。” 成都商报记者 宦小淮

实习生 陈薪屿

适应了川菜的味道
爱上了成都的闲适

作为基层一线刑警，抓小偷强
盗、诈骗犯是本职工作。但在青羊区
公安分局东坡派出所，有一个藏身
警界的“另类作家”，把警察生涯的
所遇所见写成了小说、剧本，短短几
年创作数十万字，更有公安题材的
电视剧剧本大纲在审。

今年3月，“不务正业”的聂剑锋
又动了心思，他设计的便民软件能
实现居住证明、无犯罪记录、地址变
更记录等公安系统开具的证明事
项，一键在线办理，目前，该软件已
经进入试点阶段。

破案高手
派出所10多面锦旗都是送给他的

巡警、刑警、指挥调度，1999年
从警校毕业的聂剑锋轮值过多个警
种岗位，2007年来到青羊区公安分
局东坡派出所任职刑警。“相对来
说，这是一个‘敌人在明，自己在暗’
的工作，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一般是
明确的。”聂剑锋笑称。但实际上并
没有他说的那么云淡风轻，一次抓
捕毒贩时，丧心病狂的毒贩径直开
车撞来，一位同事腿部骨折。

“我主要是负责讯问，可能是我
比较擅长跟人交流。”聂剑锋说，要
攻克犯罪嫌疑人的心理防线，光靠
震慑是不够的，他的技巧就是聊天，
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在薄弱
的地方‘踩’一脚。”

今年年初，聂剑锋在审讯一个
经济犯罪案件时，高智商高学历的
犯罪嫌疑人一开始拒不配合，非常

高傲。“其实证据都是有了的，然后
我就跟他聊天，天南地北地摆。”最
初，对方听得多回应少，但在聊到家
庭时，聂剑锋注意到，犯罪嫌疑人的
表情有所松动，于是不动声色地把
话题引向当事人母亲，“你看你从农
村考上名校，母亲肯定付出了很多、
很辛苦。”听到这句话后，犯罪嫌疑
人掩面大哭，原来，压在他心里的沉
重担子，就是顾忌到母亲，怕自己犯
错的消息传出去，母亲不知怎么见
人。“那次审了6个小时，算是比较难
攻破的了。”聂剑锋说。

截至2014年，聂剑锋牵头破获
的盗窃、抢夺、诈骗、寻衅滋事、贩卖
毒品、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案件100
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30余人，为
群众追赃挽损达到200多万元。在派
出所的档案室里，有十多面锦旗，都
是送给聂剑锋的。

“不务正业”
开发便民APP办理居住证

今年8月21日，在东坡派出所，通
过手机软件和电脑系统成功办理了
第一张居住证，这意味着，办理居住
证不用再往返奔波，在线就可办理。

这个便民APP，正是聂剑锋牵
头设计开发的。由一家软件公司提
供技术，他则主要负责功能设计。

“目前我们是设计的居住证网上
办理，公安系统的各类证明，身份证、
护照、户口的预审制度……”聂剑锋
说，只要群众如实上传资料，确保是
正确有效的信息，工作人员在后台就
可以比对，完成审核，不需要现场核
实这么折腾。上传虚假信息怎么办？
聂剑锋在系统里设置了只能拍照上
传资料信息，不能选择图片，这样就
减少了PS虚假信息的可能性。

另类刑警
写散文、写小说、编剧本

警察生涯中，聂剑锋遇到过形
形色色的人，办理过各种复杂的案
件。所感所想，他都付诸于笔端，一
开始是散文，2015年后“转型”写起
了小说。水瓶座AB血型的聂剑锋自
嘲有“疯癫癫”的艺术家气质，“这是
一个出艺术家的星座。”

中篇小说的题材则来源于真实
案件和生活，电信诈骗、网络直播、
未成年犯罪，由此反思家庭教育和
人生观价值观。同时，聂剑锋觉得，
自己所写的小说和剧本，还反映了
真实的民警形象。

聂剑锋说，基层一线民警形象，
并不都是荧幕上制服笔直、英姿飒
爽的样子，更多是简单地穿着警服
长裤、T恤，脚上一双布鞋，斜背着背
包，除了抓捕行动时英勇得很，平时
在能坐下的地方绝对不站着，并不
是因为懒散，而是大部分民警都有
严重的慢性病。“长期熬夜办案啊，
抓人啊，压力很大。”值班、办案，三
五个月都在外地出差，所有民警最
亏欠的，都是家人。

“人需要一点小爱好，排解压力
的手段。”聂剑锋说，利用业余时间
写写东西，能最大程度地放松自己。
此前都是发布在网络上，最近，聂剑
锋打算，将10万字的短篇小说、20万
字的中篇小说出版，创作的公安题
材剧本也正在审核。

成都商报记者 于遵素

破案高手、开发便民APP、写小说剧本

这个刑警不得了！

侧记

美国人曾山和中国山友开辟的登雀儿山东顶新线路

双胞胎测试iphoneX人脸识别系统

曾山爬遍了四川境内的雪山

聂剑锋探长早已名声在外 成都商报记者 陶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