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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走出无
人区，见到第一个人是什么感受？

冯浩：我觉得心里挺平静的，
因为都到村口了，还有几公里看
到有车过来了。那辆车往无人区
里面开，开往一个工地，所以我又
到工地待了一晚。到工地大家都
挺诧异，觉得无人区怎么会走出
一个人，看着我的样子，一个40多
岁的工人还觉得他比我年轻。那

天他们给了我很多吃的，方便面、
火腿肠，吃到最后，吃吐了，差点
把胃撑破了。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后来遇
到营救你的车辆是怎么回事？

冯浩：第二天坐他们的车从工
地出来，刚好遇到了林夕、李志森
和救援人员的警车。当时看到他们
挺感动的，也不知道当时是什么情
况，后来他们说全国都在找我。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从无人
区出来，对食物的看法有什么改
变吗？

冯浩：当时想出来以后要当
一个厨师，不仅要知道怎么吃，还
得知道怎么做。在里面，每天有几
百种食物在脑子里转，做梦都流
口水，糖醋里脊、炸鸡排、汉堡、冰
可乐……有一次实在受不了，我
就在手机上写下所有我想吃的东

西，想着出去一样一样吃。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走出来

时你是什么样子？
冯浩：洗澡的时候都认不出

是自己的身体了，从来没有这么
瘦过，裤子都穿不上了，之前我有
150多斤，现在估计就110多斤左
右。之前两个月，没洗过头，没刷
过牙，没刮过胡子，就是人最原始
的状态。

“主要是性格不合，玩不到一起”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你是从
什么时候开始准备穿越无人区的？

冯浩：我本来想去年冬天去
的，但是后来因为存放在山里的
装备被巡逻队员发现，没成功。
这次刚好遇到林夕和李志森就
准备一起去。其实，我的装备和
食物好多都是第一次留下的。我
们选择的路线也是一条成熟路
线，即北北线。所以准备的时间
也不是很长。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刚进
无人区是一种什么感觉？

冯浩：一开始就遇到极端天
气，零下40多度，当时穿的衣服，
加上脂肪，一点都不冷，但走到
一半，脂肪消耗了很多，吃得也
少，白天20多度。晚上风大，帐篷
被吹得咕咕叫，经常都睡不好
觉。其实，刚进去充满新鲜感，我
都是一路走，一路看风景和野生
动物，享受大自然。但是没过几

天新鲜感就过了，我开始听一些
音乐和有声书，打发时间。走到
最后就成了机械地走路运动，每
天充满煎熬。

我之前三天两头都看到狼，
有的跟着你走，有的围着你转两
圈，有的用头在地上蹭。第一次见
到的时候，前面一头狼，后面一群
狼跟着，我以为要攻击我，很紧张，
停着不动，手里握着冰镐与它们对
峙。最后它们转两圈，走了。那些狼

应该没见过人，一般不攻击人，之
前会害怕，后面就习惯了。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你每天
怎么安排时间，饮水问题如何解决？

冯浩：里面没有什么时间概
念，主要看太阳，天亮了起来，天
黑之前上床。饮水的话，有雪的
时候我尽量找雪，没雪的情况找
淡水湖，天气转暖有液态水之
后，就用过滤器把泥浆过滤掉，
实在没有就只能喝轻度盐碱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遇到的
最大困难是什么？

冯浩：行程到一半时，我在冰
面上骑车，突然轮胎陷进一条裂
缝，我从自行车上摔出去七八
米，摔得昏天黑地，起来后，发现
膝盖附近的韧带拉伤了，肿得严
重。我用绑带进行简单包扎，发
现脚不能弯曲，脱鞋，进帐篷，走
路都困难，甚至要站着大便。

腿伤的那两周，我基本是瘸
着腿，推着自行车，一步一步地
挪，正常情况一天能走30公里，
扭伤后，一天走两公里。那时候
心里很着急，但是摔伤的位置刚
好在行程中间，往后退和往前是
一样，最后还是选择坚持往前

走，因为顺风的概率大。后来随
着腿慢慢好起来，行程也一天天
增加。这次穿越我用了62天，如
果不摔伤腿，估计只用50多天。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走出来
之前扔掉了除保命外的所有东西？

冯浩：我走到后面，时间比较
晚，冰雪消融了，路变得非常泥
泞，那时候离最近的牧民点还有
300多公里，车推着太累了，就直
接弃车，徒步了。这是我做得特
别不好的地方，污染了环境，但
是为了保命没办法。

一开始能带的我都带着，因
为我知道300公里外有牧民点，我
觉得走到那里就有希望。结果还没
走到牧民点食物就吃完了，忍着饿

走到那里，又发现冰雪消融，牧民
全撤了。那天特别崩溃，想着完蛋
了。扎完营，我就一直研究地图，确
定大约还有七八十公里走出去，我
绝望了一个多小时，后来就理性起
来，觉得自己可以出去。

当天晚上，我整理背包，把
除保命用的东西全扔掉，比如无
人机、相机等。那时候已经5天没
东西吃了，如果背着可有可无的
东西，我可能走不出去。本来餐
巾纸还有20包，我留了两三包，
备用的裤子，衣服等我全扔了，
就内裤留了一两条，然后袜子、
换洗的衣服还带了一套，我怕掉
在水里，没衣服换。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那你

吃什么？
冯浩：吃草根，因为实在没有

能吃的东西了，我甚至把随身带
的能吃的药品都吃了。后来想着
青菜能吃，草根也一样，我还带
着锅。我就把草根收集起来用锅
煮，草根味道不行，特别苦，我都
是实在饿得受不了再吃。

之前，食物方面，经历过一段
时间的失控。有一天曾吃了两公斤
食物，坐在帐篷里面，一个上午不
停地吃，一边吃一边后悔，后悔完
又接着吃。经历那段失控后，食物
就一下减少了很多，这才会导致最
后7天没有任何东西可吃。但我觉
得也蛮好的，最后那几天让我感受
到了食物的珍贵。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你觉得
是什么驱动力促使你去穿越羌
塘无人区？甚至冒着生命危险？

冯浩：其实我每次选择的线
路都在我的能力范围内，从来没
想着去冒生命危险。我穿越无人

区的想法很单纯，我不把它当成
一个挑战，去破什么纪录，对我来
说就是在大城市待一段时间了，
需要好好享受荒野，欣赏风景，我
自己心平气和地去走走。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对于这

次非法穿越无人区造成的重大
影响，你有什么看法？

冯浩：我已经认识到了自己
的错误，并且对罚款金额也认
可。之前对搜救提出质疑是对无
人区搜救难度的不了解，现在我

非常感谢各方救援力量。其实，
我穿越出来才意识到，羌塘自然
保护区是一块净土，经不起大家
的穿越、污染和破坏。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潘俊文

实习生 王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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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
中方最大程度
展现诚意和善意
达成协议需双方共同努力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9日表示，中
方一直抱着极大诚意推动谈判，希望美方
能相向而行，照顾彼此核心关切，抱着理
性、务实的态度解决存在的问题。

高峰是在商务部当日召开的例行新
闻发布会上作出上述表示的。其间正值中
方团队赴华盛顿与美方进行第十一轮中
美经贸高级别磋商。此前，美方宣布拟于5
月10日将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的关
税从10%上调至25%。

“中美妥善解决经贸问题是全世界的
期盼。”高峰说，在美方威胁加征关税的情
况下，中方从大局出发，按原计划赴美举
行第十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最大程
度展现了中方推动谈判的诚意和善意。希
望美方与中方共同努力，推动磋商取得新
的进展。

针对美方近期对中方的一些指责，高
峰回应说，各种渠道传出来的消息很多，
美方也贴了不少标签，“倒退”“背弃”等
等，中方也“被承诺”了很多。

“中方重信用、守承诺，这一点从来没
有改变过。”他说，一年多来，我们推动谈
判的诚意和善意有目共睹。谈判本身就是
一个交换意见、解决问题、达成共识的过
程，双方有不同观点是正常的。

高峰强调说，达成协议需要双方共同
努力。中方一直抱着极大的诚意推动谈
判，希望在平等相待、互相尊重的基础上，
达成一份互利双赢的协议。中方愿与美方
就存在的分歧开展坦诚、深入的交流，双
方共同努力解决存在的问题。

“合作始终是中美两国最好的选择，
磋商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路径。”高峰说，
关于第十一轮磋商，我们希望双方能够相
向而行，照顾彼此核心关切，抱着理性、务
实的态度解决存在的问题。

针对美国拟上调加征关税一事，高峰
说，中方立场和态度是一贯、明确的。我们
反对单边加征关税，贸易战没有赢家，这
不符合中方利益，不符合美方利益，也不
符合全球利益。

他还表示，如果美方关税措施付诸实
施，中方将不得不采取必要反制措施。中
方已经做好充分准备，有决心也有能力维
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据新华社

5月8日，28岁的冯浩身穿橘色羽绒服，头戴线帽，走出安多县
森林公安局，结束了因非法穿越无人区带来的纷扰生活。他黝黑的
面庞，透出疲惫，从3月5日与女友林夕、队友李志森结队穿越羌塘无
人区以来，问题就开始不断涌来。

穿越第10天，因为觉得跟团队一起不自由，他自己选择离开；穿
越接近一半，他在冰面骑车，摔伤了腿一天只能前进2公里；穿越最
后7天，食物完全没了，他不得不扔掉除保命外的所有东西，吃草根
果腹；等到好不容易走出来，他却发现多个搜救力量在搜救自己，自
己成为了新闻人物；最后，在与安多县森林公安局沟通两天后，交上
5000元的罚款，事情才算尘埃落定。

当所有事情尘埃落定，冯浩与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在一家
饭店见面。无人区里带来的饥饿感似乎还没有散去，他吃了5个卤
蛋，四碗米饭，将所有的菜一扫而空。他一边吃饭，一边回忆此次羌
塘无人区穿越之旅。他说，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且对罚款金
额也认可。“我穿越出来才意识到，羌塘自然保护区是一块净土，经
不起大家的穿越、污染和破坏。”

刚进无人区充满新鲜感
最后成机械地走路
每天充满煎熬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此前网
上大家比较关注你为什么自己
一个人离开，到底是为什么呢？

冯浩：主要是性格不合，玩不
到一起。我很随性，不喜欢的就
不一起玩，我也不是要靠别人才
能走出去。很多时候我走得快的
时候就等他们，他们走得快的时

候就不等我，造成很多误解。我
不想把事情复杂化，怎么开心怎
么来。走了一段路，发现不是太
合得来，还是自己一个人走最开
心。其实我走之前跟他们是说清
楚了的，最后不知道会造成这么
大的误会。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后来李

志森发微博称你私自离队，你是
什么时候跟他们说要自己走的？

冯浩：我绝对不是私自离队，
我提前两天就跟他们说了，一直
在提。我没有赞助，我不需要跟
任何人负责。我一直说得很清楚
我要一个人走，而且走之前我还
从林夕那里拿走了身份证，还把

包里的东西分了一下。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因为你

和林夕还有一层关系，是男女朋
友，所以大家会有很多猜测。

冯浩：男女朋友吵架、分手也
很正常。我当时就说得非常清楚，
要分开走。不是大家所说的林夕
和李志森住一个帐篷，我不爽。

无人区经不起穿越、污染和破坏

认识到错误

外交部：
反对欧盟发表所谓涉港澳报告

针对欧盟近日发布所谓涉港澳报告，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9日说，中方对此表示
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要求欧方停止这一
错误做法。

据报道，欧盟 8 日发表了《2018 年香
港特区年度报告》和《2018年澳门特区年
度报告》，对港澳事务进行评论。

耿爽在9日例行记者会上说，港澳回
归以来，“一国两制”成功落实，港澳保持
繁荣稳定，港澳居民依法享有前所未有的
民主权利和言论、新闻、结社等各项自由，
这一事实不容否认。

耿爽说，欧盟的报告以所谓人权、自
由等为幌子对港澳事务妄加评论、指手画
脚，对“一国两制”在港澳的落实横加指
责，完全是罔顾事实，是对中国内政和特
区事务的粗暴干涉，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
满和坚决反对。“我们已多次阐明反对欧
盟方面发表所谓涉港澳报告的立场，我们
要求欧方停止这一错误做法。”据新华社

孟晚舟案听证会再开庭
华为声明称
美非法滥用程序有政治因素驱动

温哥华当地时间8日，华为公司首席
财务官孟晚舟遭加拿大拘押后的保释听
证会再度开庭。华为在听证会后发布声明
称，华为一直相信孟晚舟是清白的，并认
为“美国下令逮捕孟晚舟是非法滥用程
序，背后有政治因素驱动，而非出于法治
考虑。” 据新华社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独家专访
无人区失联小伙：

中国研究发现
一种恐龙长着“蝙蝠翅膀”

中国科研人员在新一期英国《自然》
杂志上以封面文章形式报告说，他们发现
侏罗纪一类称作善攀鸟龙的恐龙曾演化
出类似蝙蝠的膜质翅膀，这种与鸟类飞羽
截然不同的结构表明，恐龙至鸟类的演化
中曾出现意想不到的飞行尝试。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
究所的研究人员2017年在辽宁晚侏罗世
地层发现一件化石，经过长达一年的室内
修理、实验和对比研究，研究团队确认它
代表了善攀鸟龙类中一个新的属种，将其
命名为长臂浑元龙。它体长约32厘米，体
重约306克，生活在距今1.63亿年前，其标
本是已知最完整的善攀鸟龙类化石。

研究人员发现，长臂浑元龙有与奇翼
龙相似的翼膜和棒状长骨，为善攀鸟龙类
曾演化出翼膜提供了确切证据。善攀鸟龙
类是与鸟类亲缘关系接近的兽脚类恐龙，
此前科研人员认为其形态呈恐龙和鸟类

“混合体”，奇翼龙是其中的一个属种。
新研究为恐龙至鸟类的演化画卷补

上一块拼图。“善攀鸟龙类的膜质翅膀与
翼龙和蝙蝠相似，但支持膜质翅膀的骨骼
结构差异很大。”论文通讯作者、中科院古
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王敏告
诉记者，这个演化方向上的飞行尝试终因
生物竞争和自然选择而消失。 据新华社

冯浩和林夕到安多县森林公安局交罚款

冯浩

安多县自然资源局安多县自然资源局，，安多县森林公安局也在这里面安多县森林公安局也在这里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