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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报微博致谢民警

救命之恩
没齿难忘

1 月 4 日下午 5 时 30
分，华西都市报微博报道宜
宾男子刘颖和女友梁丽洁
被困获救后，梁丽洁通过微
博评论向乡城县救援民警
表达了深切的谢意。

“信号都没有，求救短
信根本发不出去。外面零
下十几度，我们又没带够食
物，饿了大半天无法补充能
量。”梁丽洁回忆说，天寒地
冻体温流失得非常快，为了
省汽油他们根本不敢发动
车。“一瞬间我非常绝望，甚
至想过被冻死，饿死。”

梁丽洁说，没想到3日
下午4点多成功发出去短
信，让他们在当晚风雪肆虐
的雪山上得救。她在微博中
写道：“救援非常及时，雪山
上暴风雪，积雪很深，警察叔
叔也是冒着生命危险赶着来
救我们。谢谢人民警察，救
命之恩，没齿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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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15时）
AQI指数 27 空气质量 优
优：马尔康、西昌、攀枝花、康定、遂宁、巴
中、广安、达州、南充、泸州、资阳、内江、绵
阳、乐山、眉山、德阳、广元
良：自贡、宜宾、雅安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53-83
空气质量等级 良
全省区域
盆地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PM2.5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5日空气质量预报

4日空气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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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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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牙？送半价种植牙
牙齿矫正0元试戴名额招募

“3000元种牙补贴还有吗？”“我牙掉了
很多，戴活动假牙 10年了，还能做种植牙
吗？”“我也想在春节前种好牙齿吃年夜饭”。
自我省启动口腔公益行动以来，市民热情高
涨，纷纷打电话申请半价种植牙、3000元种
牙补贴及免费口腔检查。拨打栏目热线
028-96111报名！

种植牙省钱攻略
种植牙也被称为“长寿牙”，具有“快速、

微创、稳固、美观、寿命长”等优势。此次行动
为市民提供以下种牙福利：

1、种植牙专场补贴日，送多颗免费种植
牙；

2、种植牙省一半的钱做。包干半价，含
进口种植体、基台、牙冠在内的整颗牙齿；

3、种植牙就医可拿补贴3000元起，每天
限前20名；

4、免费检查牙齿，针对有缺牙、蛀牙、牙
疼等牙齿疾病的市民。

为避免排队等候、保证质量，市民可提前
拨栏目热线028-96111预约。

全口缺牙，种植4颗即可恢复
针对多颗、半口、全口缺牙市民，可选择

种植2颗恢复半口，种植4颗恢复全口的覆盖
义齿修复，省钱又好用。新年即将到来，“即
刻种植”为缺牙市民带来福音：当天种牙根、
当天戴牙冠、当天进食。

招募：隐形矫正0元试戴
有龅牙、牙不齐、牙稀疏、牙拥挤等牙畸

形者，可打电话96111申请隐形矫正O元免
费试戴，再免费送千元相关项目，含CT片检
查、保持器、电动牙刷等。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8004期开
奖结果：416 直选：11119（665）注，每注
奖金1040元；组选3：0注，每注奖金346
元；组选6：9756（982）注，每注奖金173
元。（728.5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8004开奖
结果：41683 一等奖：278注，每注奖金
10万元。（2.14亿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自驾情侣被困甘孜大雪山

被困
车陷大雪山多次脱险失败

刘颖是宜宾高县人，元旦期间，他与福建女友梁丽
洁驾驶四驱越野车到甘孜州旅游。1月2日下午2点，在
乡城吃过午饭的两人开始出发进入大雪山。

“准备先到稻城去游玩。”1月4日上午，刘颖告诉华
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他和女友打算从四川甘孜自
驾游到云南，乡城县大雪山是必经之路。

2日下午6点30分，刘颖驶进大雪山。由于天色已
暗，两人便停车休整。梁丽洁说，“出发前还是晴空万
里，我们想着在山里睡一天，第二天看雪山日出，拍雪
景。”

“3日早晨醒过来，已经是白茫茫的一片。”刘颖说，
雪越来越厚，道路已完全被雪覆盖，一边是悬崖，一边是
山体，山体旁还有70厘米宽的排水沟。

见此情景，刘颖只能靠着山体缓慢行驶，时速在
15—20公里之间。仅仅前行了800米不到，车轮就掉入
了排水沟被困。

“我拿雪铲把雪清理干净，又用附近灌木丛里的枯
树枝垫在车胎下，重新上路。”刘颖说，在路上，他遇见了
两拨被大雪困住的大卡车，凭借越野车优势，他在下午1
点到达大雪山桥位置。

低速通过桥梁，刘颖的车轮不幸再一次被排水沟困
住。在他的前方，有两辆大货车也被困住。刘颖说，大
货车驾驶员帮忙把车推出来，已经是下午3点。

他载着被困的2名大货车驾驶员继续前行，但行驶
了700米左右，车又困在雪中。车子动不了，两名大货
车驾驶员便返回了货车。

此时，已经是3日下午4点。刘颖发现，他前面的一
辆皮卡车同样被困住。“皮卡车上有4人，他们来帮我铲
雪推车。”刘颖说，经过多次努力，他的车仍然没法动弹。

绝望
失联无补给担心冻死雪山

众人见无法脱困，便到附近的废弃木屋烤火取暖。
刘颖和女友则待在车内。

刘颖说，2日晚上9时许，他们就与家人失去联系，
“一路上都没有信号。”

“我们把能穿的衣服都穿上了，还盖了两床被子，仍
感觉天寒地冻。”刘颖说，3日下午4点仍没有联系上家
人，当时很害怕，怕就这样冻死在山上。

“下午4点过，终于发现有了点信号，我把求助短信
发给在高县的妈妈。”刘颖说，短信发送之后，手机再也
没有信号。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到了3日晚上7点，大雪山的夜
色越来越浓，狂风夹杂着大雪，没有一丝消停的迹象。

“又等了两个小时，还没人来帮助我们，而车里面越
来越冷。”刘颖告诉记者，担心被冻死的念头越来越紧，
整个人都陷入了绝望。

“男朋友非常冷静，说我们这时候最危险的不是饿
死，而且我们没有能量补给。”梁丽洁说，他们的体温迅
速流失，体温一旦下降就很难恢复，很可能冻死。“他（男
朋友）让我把所有能穿的衣服穿上，把被子拿出裹住自
己，抱着我的脚给我取暖。”

“当时我想着就忍不住哭了起来。”梁丽洁说，她当
时还要求男朋友帮她怕张照片，并开玩笑说可能是遗
照。

“但是男朋友不让我哭，说节省体力。还安慰我，说
我们还有半箱油，可以取暖，还有一瓶红牛可以救急，还
有两瓶啤酒也是卡路里。还说至少我们比别的车好，我
们运动量少损失的热量少。”梁丽洁说。

晚上9点14分，突然，一束车灯光打到他们的车窗
上，“警察过来敲响了车窗，当时激动得眼泪都出来了。”
刘颖说，警察了解了他们的情况后，立即对道路除雪，展
开救援。

搜索
6小时紧张驰援找到被困情侣
“接到救援指令，我们立即出发。”1月4日上午，洞

松派出所所长昂翁谢绕说，当时他们6人立即驾驶着越
野车，冒着风雪向大雪山前进。

3日下午6时，救援越野车驶入距离县城80公里外
的大雪山。

“因为3号清晨乡城县开始下雪，道路非常难走。”昂
翁谢绕说，进入大雪山区域，雪越来越大，道路能见度不
足10米远，两次警车差点掉下山崖。

3日晚上9点，6名民警进入大雪山地区十七班垭
口，风雪已经将前进的道路阻断，车辆无法前进。

“从乡城进入大雪山再到香格里拉，有两条常走的
道路。”昂翁谢绕告诉记者，指挥中心立即派遣另一队6
人驾驶皮卡车加入搜寻。而他们不愿在原地等待支援，
便弃车开始徒步搜索。

民警在雪中深一脚浅一脚走了近1个小时，搜索了
附近1公里范围，仍然未发现被困人员，只能合力推出风
雪所困的警车，继续往香格里拉方向搜索。

晚上9点14分，民警在大雪山垭口（乡城县与云南
香格里拉市交界处）发现一辆被困越野车，狂暴的风雪
已覆盖大半车身。

民警确认，车上被困的正是刘颖与女友梁丽洁。“我
们去敲窗户叫他们的时候，两人坐在车后排，身上盖着
被子仍在发抖。”昂翁谢绕说。

梁丽洁说，警车的车灯照亮了他们的车窗，警察敲
响车窗的时候，她有了“鬼门关上走过一遭”的感觉。

救援
民警徒手刨雪连夜送回县城
了解被困人员情况后，民警开始设法拖出被困车

辆。
见到民警到，皮卡车上被困的4人也来到刘颖的车

边，搭手帮忙。此时，另一队救援人员也赶赴被困现场。
雪铲只有两支，6名民警见状开始手扒积雪。“很冷，

手套完全不管用。”昂翁谢绕说，好在他们的另一队人员
驾驶皮卡车带着工具加入了救援。

民警先是将车辆周围积雪铲干净，然后用警车搭上
牵引绳，6人奋力推车，但以失败告终。

“车辆在雪中打滑太严重，动了一点就完全推不动
了。”刘颖说，在观察了车辆附近积雪的情况后，民警又
开始铲雪，准备把车前部的积雪铲出一个坡度来。

晚上10点多，第二次失败的众人，又开始进行第三
次尝试。“把车前的雪基本铲除了。”刘颖说，这一次，在
合力下，他的车被推了出来。并且借助大货车压过的车
轮印，成功掉了头。

刘颖的车辆载着皮卡车上4人，在警车的带路下，4
日凌晨2点，终安返乡城县。

昂翁谢绕告诉记者，由于担心车上货物丢失，被困4
辆大货车驾驶员不愿意下车回城，他们对驾驶员进行了
提示。

“我们都是南方人，对大雪不了解，这种情况真的很
可怕。”刘颖说，非常感谢乡城县公安，出警非常及时，救
了他们一命。

察敲响他们车窗的时候，早已绝望的她，突然有了一种“鬼门关上走过一遭”的感觉。1月4日，从茫茫大雪
山被救出的刘颖和女友梁丽洁，回到四川甘孜州乡城县城，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
1月2日晚上9时许，刘颖和女友自驾越野车途经大雪山时与家人失去联系。1月3日下午4时30分，甘

孜州乡城县公安局接到刘颖家人报警，迅即组织然乌、洞松、青麦三个派出所及刑警大队的民警上山搜寻救援。
失联24小时后，1月3日晚9时14分，搜救民警在大雪山垭口(乡城县与云南香格里拉市交界处)找到失联人员及
车辆，同时还发现另外5辆被困车辆，和4名被困人员。经过救援民警近6个多小时的努力，包括刘颖及女友在内
的6名被困人员安全回到县城。

警

冬季高原降雪情况多
见。在准备进入山区时，可
以拨打各辖区派出所电话
咨询路况、天气等信息，听
从民警劝导。如进入雪山
遇到大雪，应装备轮胎防滑
链，靠近山体缓慢行驶，合
理使用车灯。同时，车内应
当准备防寒用品、食物以及
氧气瓶。遇见危险情况及
时报警寻求帮助。

以为要被冻死时
救援民警敲响了车窗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见习记者 王祥龙 记者田雪皎 受访者供图

被困车中，男朋友给她
拍的照片。

警方提醒

被救时
晚上9点多，警车的车

灯照亮了车窗时，让她有了
劫后余生，在“鬼门关上走
过一遭”的感觉。

——梁丽洁在微博中感叹

受困时
“他（男朋友）让我把所

有能穿的衣服穿上，把被子
拿出裹住自己，抱着我的脚
给我取暖。”
——梁丽洁微博回忆被困经历

温暖瞬间

车陷雪中，民警徒手扒雪推车。

民警找到被困车辆后，进行铲雪救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