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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和日丽叫什么登山？”
低价团队安全难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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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成都（16时）
AQI指数 99 空气质量 良
优：马尔康、康定、西昌、雅安、内江、巴
中、攀枝花、广安、资阳
良：绵阳、南充、达州、自贡、德阳、宜宾、
泸州、遂宁、乐山、广元、眉山

27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60—90
空气质量等级：良
全省区域
成都平原局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川南局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分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臭氧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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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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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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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0日晚，成都特仑苏音乐厅将
举办《“乐动蓉城”——“放飞Ⅱ”·庆六一
交响音乐会》；

5月31日，遂宁河东（莲花）国际会
展中心将演出大型原创亲子互动儿童舞
台剧《真假美猴王》；

5月31日至6月1日晚，俄罗斯皇家
芭蕾舞团将在四川锦城艺术宫演出《天
鹅湖》；

5月31日至6月1日晚，成都东郊记
忆·荷苗小剧场将演出心灵魔术主题剧
《未知选择》；

6月1日，成都特仑苏音乐厅将举办
《猫和老鼠的莫扎特——古典音乐启蒙
钢琴名曲趣味视听音乐会》；

6月9日晚，成都大喜时代剧场将演
出多媒体创意改编童话剧《小王子》；

6月25日至26日，成都大喜时代剧
场将演出柯南·道尔经典悬疑剧——英
国黑瞳剧院《福尔摩斯·四签名》。

招标公告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2019年度拟对员工开展健康体检，欢迎有体检资质

的单位参加投标。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标名称：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员工健康体检。
二、投标人资格要求：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有卫生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三、报名携带资料：
（一）投标单位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二）投标单位若非法定代表人直接报名的，需出示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

书、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身份证。
以上证件中授权委托书收原件，其它收加盖单位鲜章的复印件。
四、报名时间：
2019年5月27日至31日上午9:00-11:30，下午2:30-5:00。
五、报名地点：
成都市红星路二段70号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出版大楼103室离退休工作

部。联系人:周老师，电话：028-86968278。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
2019年5月23日

7星彩第19060期全国销售11541476元。开
奖号码：1847928，一等奖1注，单注奖金500万；二等奖
2注，单注奖金144155元；三等奖148注，单注奖金
1800元。31971351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3第19139期全国销售14650686元。开
奖号码：406。直选全国中奖2545（四川286）注，单注
奖金1040元；组选3全国中奖0注，单注奖金346元；
组选6全国中奖6823（四川1027）注，单注奖金173
元。17916282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5第19139期全国销售9957148元。开
奖号码：40613。一等奖13注，单注奖金10万元。
271281392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足球胜平负第19071期全国销售19423988
元。开奖号码：00130103313010，一等奖全国中奖0注。

胜平负任选 9 场第 19071 期全国销售
16247864元。开奖号码：00130103313010，全国
中奖79（四川4）注。

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19076期全国销售
208538元。开奖号码：1100031313，全国中奖1注。

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19077期全国销售
77262元。开奖号码：113311330001，全国中奖0注。

足球4场进球第19081期全国销售699066
元。开奖号码：11301211，全国中奖180（四川19）注。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7月25日。以
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中国体育彩票5月26日开奖结果

麦子带领的中国首支女子珠峰
登山队，此次成功登上了珠峰之巅。

谈及这次“堵车”事件，麦子说，
她在现场看到有人拍摄，“我知道又
会被夸大，轰动世界。”

麦子带领的队伍，和其他登山队
一样，5月22日开始登顶。当天凌晨
6点，“堵车”现象开始出现，5个小时
过后，到上午11点才逐渐散开。

“网上有很多视频，排着很长的
队。”麦子说，如果熟悉登山就知道，
每年都是一样的情况，“我们不能用
平原思维来考虑登山，登山本来就有
不确定性。”

2014年4月18日，麦子和队员
准备登顶珠峰，在尼泊尔一侧昆布冰
川遇到大雪崩事故，当年登顶失败。

2015年4月25日，尼泊尔发生

8.1级地震，地震波造成珠峰山体晃
动，雪崩席卷了珠峰大本营，造成至
少19人丧生。麦子带领的女子登山
队的营地处于珠峰大本营中部，受到
的冲击最为直接，登山队员5人全部
受伤。登顶再次失败。

“如果说什么都是风平浪静的，
风和日丽，那还叫什么登山啊，探索
的精神都没有了。”麦子说，网络上有
一些夸张，有人在网络上看了照片以
后，甚至发出嘲笑。“登山一年就一两
次短暂的窗口期，‘堵车’也是登山的
一部分，不足为奇。”麦子说，“攀登珠
峰死亡概率每年达4-6%，所以说每
年死亡几个人是很正常的。”今年公布
的有14个人，也是可控范围之内。

“今年遇难人数上升了，多半还
是人为因素。”麦子说，珠峰南坡登山
费最高8万美元，最低却在3万美元
以下。“那你可以想象得到，这个服务
绝对是天壤之别。”8万美元，意味着
有强大的夏尔巴人团队，有很好的后
勤保障，“如果低价团队的话，天气预
报这个费用都省掉了，氧气瓶不够
了，你觉得还有生命保障吗？”

一名资深媒体记者说，2003年，
他从北坡登顶珠峰，那时就要排队，
主要是在第二台阶。

据这名记者介绍，每年登山季节
由于好天气窗口就几天，所以各队都
抢着登。珠峰北坡联络官会提前与
各队沟通，尽量合理安排出发时间
段，所以“堵车”不会很严重。“堵车
造成伤亡的问题，我觉得应该客观
看待，现在装备和氧气准备应该能
应付‘堵车’情况。因为堵车时耗氧
量也低些，把氧气阀门关小点控制
一下流量，调节好自己的情绪就能挺
过堵点。”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田雪皎 刘建

成都大叔贾林昌“错峰出行”，躲
过了这一波“堵车”高峰，提前两天登
顶成功。下撤途中，遇到冲顶大军的
他，还悠闲地给认识的人拍照发糖。
不过在下山途中，他遭遇了双目失明
的困境，还掉进了冰裂缝，幸运的是
最终平安归来。

5月26日，回到成都的贾林昌讲
述了自己惊险脱困的生死劫。

今年珠峰气候诡异
5月8日，在珠峰大本营，贾林昌

度过了自己54岁的生日。贾林昌毕
业于西南交大，现任职于深圳一家公
司。自从十多年前爱上攀登，他心中
就种下了站上珠穆朗玛之巅的梦想
种子。

“今年登珠峰有三个特点，报名
人多，死亡人多，天气不稳定。”贾林
昌说，就在他刚刚出发时，就感受到

今年气候的诡异，“从4月5日成都
飞加德满都，由于天气不好，飞机就
多次折返拉萨。”

在珠峰适应了一个多月后，贾林
昌做好了冲顶准备。“每个队都愿意
选好天气，躲开坏天气，因为好天气
才能保证安全。”贾林昌说，由于今年
珠峰登顶天气状况很差，一般是晴一
天，下一天大雪，还不时起大风，因此
大家都盼望有一个好天气冲顶。

错峰出行登顶成功
经过耐心等待，气象预报22日

天气将转好。让贾林昌庆幸的是，自
己的领队决定提前出发。“当时已经
考虑到了22、23号有可能‘堵车’，所
以决定在20号登顶。”领队提前一天
通知大家冲顶，于是，在经过一天慌
忙的筹备后，贾林昌和另外7位队
友，加上8人协作，出发了。“提前两

天的代价就是18、19号的天气要艰
苦一点，包括登顶的20号那天是大
风。但上去之后我们发现只有自己
一个队，特别高兴。”

在21号从C3到C4营地的下撤
过程中，贾林昌遇到了上山的大军。

“我就坐在那，给我认识的人拍照，还
剥好糖给他们吃。”贾林昌说，下撤途
中，看到密密麻麻的人群如蝗虫般涌
来，他还是有些心慌，“感觉到肯定有
麻烦”。

下撤途中双眼失明
虽然错过了“堵车”大军，但贾林

昌在下撤途中却遭遇了另一个意想
不到的意外。在冲顶后，为拍照片他
摘了眼镜和面罩，结果忘了戴回去，
造成了双眼失明。“当时在顶峰的时
候就感觉到 ，一闭眼睛，冰凉的，像
冻住了一样。”

下撤到8700米左右时，贾林昌
开始视线模糊，“大概能看15米距
离，眼前白茫茫一片，但是还是能看
清道路，能自己下。但到8500米的
时候，就彻底看不太清了。”

有一段50度左右的坡，一般是
用下降器下山，但双目失明的贾林昌
只能左手抓绳子，右手撑地往下滑，
后来裤子都磨破了。在接近7900米
的地方，由于看不见路，他还掉进了
冰裂缝，险些丧命，还好腰部被卡住，
协作将他拉了上来。

“当时求生信念特别强烈，我一
定要回到C4营地，因为如果不回到
C4就意味着死亡。”贾昌林说，自己
在冲顶过程中拍了很多精彩镜头，但
遗憾的是，双目失明后行走的那一
段，没有留下任何照片和视频。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陈羽啸 田雪皎 燕磊

直升机参与救援。

大“堵车”
珠峰 米

珠穆朗玛峰发生了“大堵车”，8000米以上的“死亡区”，200
多登山队员在山脊上排着长队。

这是2019年5月，珠峰南坡春季登山季的场景。尼泊尔
政府部门的统计称，这个登山季已有14人死亡，另有3人失踪。

5月26日，川藏登山队队长苏拉王平告诉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他们是2019年第一支登顶珠峰的队伍，“堵车”事件发生在他们下山
以后，主要原因是孟加拉湾气旋引发珠峰大风大雪天气，缩短了登顶的
窗口期，几十支队伍集中在5月22日登顶。在8500米以上，特别是希
拉里台阶，上下山只有一条窄路、一条绳索，于是200多人在这里“堵
车”，有人缺氧遇难。

5月26日，凯途登山队中方队
长汝志刚告诉记者，25日，他已安
全返回加德满都。

这是汝志刚第一次登顶珠峰，
也是让他终生难忘的一次经历。
在登顶过程中，他看到有人患上雪
盲症，直升机将其吊了下来。

汝志刚说，5月21日晚上7时
许，所有等候“冲顶”的队伍都出发
了，当时预测的最佳冲顶时间仅
21-23日三天，“四号营地出发就
已经开始轻微‘堵车’。”

经过一个通宵徒步，5月22日
凌晨5点，汝志刚抵达8700米的
希拉里台阶下方，“这是一个小山
峰，所有人在山脊线上行走，是一
个单行道，上和下都经过这里。”

汝志刚到这里时，被堵了一个
半小时，然后才登上8800多米的
台阶，这段距离在平地上只要7-8
分钟。“因为第一批登顶的队员要
下来，两端的人堵在了台阶上。下
山的人堵了3个多小时，当时非常
寒冷，现场寸步难行。”

22日上午7时26分，汝志刚
登顶后停留了半小时，当他下山至

希拉里台阶时，再次“堵车”。等候
一个半小时后，人群缓缓行动，“走
到希拉里台阶中部，又堵车了。”

这一次“堵车”，所有人半蹲在
一片冰壁上，一个斜坡让人直不起
身。“半蹲一个半小时，双腿已经发
麻。”汝志刚说，这时大家都希望有
经验的向导站出来，像交警一样疏
通一下交通。

“最后有人站出来，让登顶的
人先下。”汝志刚说，这时下山的人
群状况不断，缺氧和体能耗尽的情
况出现，一名女队员在8700米处
已经耗尽体能，嘴里说着胡话。

当汝志刚路过这名女队员，下
行 100米时，突然前面一名男子

“哇”的大声叫起来。“我看到一块黑
色物体向我滚来。”汝志刚说，他双
腿跳起来，黑色物体从双脚下滚过
去，他才发现是刚刚那名女队员。

“我和她在一根绳上，她被绳
结拦了一下，我也被绳子绊倒，羽
绒服被她的冰爪扎了几个洞，还好
人没事。”汝志刚说，5月23日，在
二号营地休息中，他得知这名滑坠
的女队员已经遇难。

川藏登山队队长苏拉王平说，
登顶珠峰，每年排队都会出现，只
不过今年更为集中，“跟攀登队员
人数没有关系。”

尼泊尔政府公布的数字显示，
这个登山季，一共有381位登山者
获得了攀登许可，考虑到每一位登
山者至少雇佣一位登山向导，估计
攀登珠峰的人数多达1000人。

“每年都差不多这个人数。”
苏拉王平说，根据往年经验，登顶
窗口期在5月15日前后，但是今
年突然遇到孟加拉湾气旋路过喜
马拉雅山脉，导致珠峰的风特别
大，“整个登顶窗口期压缩到了22
号以后”。

苏拉王平的队伍是2019年第
一支登顶的队伍，5月15日便登顶
后下山。“我们人员准备充分，不仅
有当地夏尔巴人帮忙运输，还有自

己的向导。”苏拉王平说，他们5
月12日开始登顶，但其他四五十
支队伍由于物资还在运输中，不能
这么早开始组织登顶。

“像去年，连续10多天都是好
天气，大家可以错时登顶。”苏拉
王平说，今年登山队伍已经等了
50多天，5月22日后的窗口期只
有5天左右，大家都不想错过今年
最后一个窗口期，否则前功尽弃，

“200多人无法错开，就出现了排
队等候的情况。”

苏拉王平说，“堵车“发生在希
拉里台阶，这是登顶的必经之路，
而且在山脊上，有人体能崩溃让不
开路，其他人就过不去，“有两个人
因为‘堵车’遇难，可能是氧气不够
了。我们还没离开大本营的时候，
已经有两个人遇难，一个是俄罗斯
人，后来还有一个印度的。”

54岁成都大叔珠峰惊魂：
双目失明栽进冰缝险些丧命

孟加拉气旋压短窗口期
有人体能崩溃让不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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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2日，登山队伍在珠峰上“堵车”。

登顶的中国女子登山队。

恶劣气旋压短窗口期，几十支队伍集中登顶

登山者目睹一女队员滑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