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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募集款项
已经满足搜索需要

根据募捐公告内容，6月17日，
李昊昕和其中一名同伴在巴基斯坦
北部失踪，由于天气恶劣，直到6月
19日，经过前期3次搜救，才由巴基
斯坦军方直升机在利里戈冰川附近
目测发现遗体，但遗体尚无法取
回。经机上搜救人员观察判断，他
们位于一处海拔5300米左右的雪
崩痕迹中。

遗体所在位置的雪坡，直升机
不能起降，只能在5000米的冰川上
修建平台，再通过人力攀爬到5300
米的雪坡位置，将遗体搬运至平台，
直升机才可起降接运遗体。

公告称，由于巴基斯坦军用直
升机的使用费非常昂贵，前期搜救
数次出动直升机，已产生近6万美金
的费用。再次出动直升机运输遗
体，将产生更多高昂的费用。

因此，李昊昕的朋友成立了“带
昊昕回家”工作组，发起了“带昊昕
回家”紧急求助事件。

援助组三成员
已经抵达巴基斯坦

目前，援助工作组的三位成员
已经抵达巴基斯坦，正在详细了解

事件情况、收集资料，同时积极联络
当地救援机构、政府机构和中国驻
巴基斯坦大使馆。

据介绍，因为事发突然且情况
紧急，前方联络和救援人员又处在巴
基斯坦北部山区深处，信号状况不稳
定，增加了多方跨国沟通的困难，导
致前期获得的信息有限且零散。

其中一名成员透露，之前发现
遇难者的地点已经被第二次雪崩掩
埋。他们将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再
次进到营地去寻找他们。目前，已
经联系好了当地的攀登向导协助。

负责安排此次考察攀登活动的
当地登山公司负责人伊·阿里表示，
应遇难者家属要求，会继续安排直
升机和救援人员寻找合适的时机再
次前往事发地，但该地近期天气不
稳定，搜寻行动可能再度推迟。

在利里戈冰川
发现了两人遗体

此前，《今日巴基斯坦》等多家
外媒报道，中国这个三人团队于5月
28日出发前往巴基斯坦北部喀喇
昆仑山区，在攀登巴基斯坦北部一
座海拔6410米的山峰时失联。

6天后，救援队在利里戈冰川处
发现了两人遗体，两人因低温不幸
身亡。另一名来自香港的幸存者则
被军方直升机救出。

幸存者告诉记者，6月13日，三
人到达海拔5000米的前进营地。两
名队友14日凌晨出发，计划15日返
回营地，他自己则在营地留守。15
日，他通过对讲机与两名队友取得
联系。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联络。

17日晚，发现队友失联，他通
过卫星电话呼叫了巴基斯坦军方，
请求救援。第二天，在国内的山友
联系上了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请
求协助。

接下来的两天，巴基斯坦军方
直升机进行了三次搜索，第三次搜

索在一处明显雪崩痕迹中，发现了
失踪者的睡袋和散落的营地物品，
并判断睡袋中有遗体。救援人员判
断，此处海拔在5300米左右。

在与当地政府协调并筹集到救
援费用后，22日，幸存登山者与搜
索人员再次前往19日发现目标的
区域，准备运回遗体。抵达现场后，
结果搜索人员发现，该区域又遭遇
了第二次雪崩，只找到了部分睡袋
和摔碎的头盔，遗体可能已经被掩
埋。此后，天气变差持续降雪，搜索
行动被迫暂停，救援人员下撤。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宁宁 燕磊 钟雨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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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又是一年毕业季，总有一首歌撩拨
着你美好的校园情怀。本周五21：00，浙
江卫视安慕希《奔跑吧》就将携手600位
素人开启歌声的巅峰对决。为了获得珍
贵的合唱外挂，跑男团不仅遭遇“素人方
阵”的手速挑战，还化身“麦霸”与实力唱
将任贤齐、胡夏在线K歌。而在震撼人心
的百人合唱环节，兄弟们更是被高难度
的彩排折磨得濒临崩溃，最终他们能否
顺利完成这项“不可能”的合唱挑战？

由于素人合唱团彩排前从未完整合
练过歌曲，且只有一次表演机会，想要在
有限的时间内排练出最好的作品可谓困
难重重。因此，节目组也为跑男团准备
了强悍的合唱外挂。为了争夺到这些制
胜法宝，跑男团和“素人方阵”进行了手
速的Battle。现场，身怀绝技的素人朋
友手速惊人，屡次抢先连线电台DJ，看
得李晨开始怀疑人生。

除了体验上世纪90年代电台点歌的
快乐，兄弟们还化身“麦霸”一边唱K、一
边猛踩动感单车。面对体能和唱功的双
重考验，Angelababy、王彦霖惊现“鬼
畜”歌喉，将节奏欢快的《快乐指南》直接
唱成了魔性十足的“爸爸之歌”，引得旁
观的兄弟爆笑连连。

提起《奔跑吧》大合唱，首推《保卫黄
河》。这首弘扬了伟大的民族精神和爱
国情怀的合唱再度被全新演绎，不仅合
唱团员上涨到了前所未有的六百人，三
组战队的合唱形式也更为新颖。现场，
在两个小时内学习全新编曲、和声设计
以及舞蹈编排的极限任务，令兄弟们满
脸崩溃。

尽管兄弟们的彩排状况不容乐观，
但正式表演的气势却撼动全场。其中，
Angelababy、王彦霖、胡夏领衔的“白
队”，更是在合唱毕业金曲《凤凰花开的
路口》时，以几段温馨的素人独白戳中了
全员的泪点，在现场Angelababy也哭成
了泪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帆

敢不敢来？
斯巴达勇士赛超燃
首次在成都举行哦
7月6日，风靡全球的斯巴达勇士赛

将首次降临成都，进行5公里20个障碍的
斯巴达勇士竞速赛。

斯巴达勇士赛起源于2005年，它吸
收了古斯巴达人军事传统科目，在不同
等级的比赛中，参赛者需要经受奔跑、负
重、跨越障碍等考验，对参赛者的体能和
心理素质都有一定的要求。相比长距
离、多障碍的高级别赛事，此次成都将举
办的竞速赛属于斯巴达赛事体系中的入
门级别，“成都作为西南地区的重镇，一
直是勇士们呼声很高的落地城市，今年
夏天我们终于要把斯巴达勇士赛带到蓉
城”，负责这次勇士赛的张昊洋告诉记
者。

斯巴达勇士赛每年在全球30多个国
家举办超过200场赛事，共吸引了超过
900万人次的参与。自2016年进入中国
以来，斯巴达勇士赛经过三年的发展，已
经成为一项广受时尚运动和潮流文化爱
好者追捧的运动。三年来斯巴达的足迹
遍布全国多个城市，共计举办超过32场
的比赛，共吸引了超过120000人次的参
与，观赛人数过10亿人次，其中前中国国
家田径队运动员张培萌、体操奥运冠军
陈一冰、著名演员Mike隋、著名艺人袁
姗姗、吴磊、王德顺等也参与过斯巴达勇
士赛的挑战。

本周末，斯巴达勇士赛成都官方训
练营将正式开启。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羽啸

《奔跑吧》
首迎600人巅峰对决
Angelababy动情落泪

6月27日，宋仲基方面的法
律代理人表示：“6月26日，我们
接到了首尔家庭法院的离婚调
解申请书。”

这位代理人同时传达了宋
仲基的留言：“大家好，我是宋仲
基。首先向喜爱我并珍惜我的
各位粉丝表示歉意，给你们传达
了不好的消息。为了和宋慧乔
离婚，我进行了调解。两人都希
望圆满地结束离婚程序，而不是
互相指责。私生活方面的事情
很难一一告诉大家，希望大家谅
解，以后我将摆脱现在的伤痛，
以演员的身份全力投入到作品
活动中，用好的作品报答大家。”

随后，宋慧乔所属公司发布

官方立场，表示双宋离婚原因是
“性格不合”。据韩媒报道，宋仲
基接到首尔家庭法院的离婚调
解申请书那一天，还在首尔
yes24舞台观看了话剧《火热的
夏天》，据悉，他当天在现场没有
露出离婚的情绪，现场的工作人
员说，“完全不知情，早上看到报
道，我感到非常惊讶。”

2016年4月，宋仲基宋慧乔
因出演《太阳的后裔》结缘。
2017年6月底，宋仲基与宋慧乔
被曝密恋，二人先前被捕捉到一
前一后抵达巴厘岛，住同间饭
店。2017年7月5日，双方经纪
公司宣布结婚消息。2017年10
月31日，双宋婚礼举行，未向媒

体公开举办了婚礼，邀请众多好
友。

今年2月，宋慧乔被曝与宋
仲基发生情变。当时据媒体报
道，双宋夫妻的邻居透露：“我
们这个社区大部分都会把垃圾
袋放到外面，可是宋宋夫妻家
门口已经好久没有丢垃圾出来
了。”疑间接证实他们或早在几
个月前就开始分居，不过随后
有媒体辟谣称，两人从未在此
居住。

无论如何，聚光灯下的爱情
婚姻，有不被人了解的一面，冷
暖自知，好聚好散是给对方最后
的尊重吧。

综合封面新闻等

看本文视频

扫二维码

两名中国登山者在巴基斯坦遇雪崩遇难

成都登山家 何时能“回家”？
发现遗体地点被二次雪崩掩埋，搜寻行动推迟

日，两名中国登山者在巴基斯坦北部山区登山途中遭遇雪崩遇难，一名同行者幸存。这个三人团队于5月28日出发
前往巴基斯坦，对北部Liligo（利里戈）冰川末端的一些山峰进行考察攀登，这一地域有多座未登峰。三人都是出色
的阿式攀登者，两名遇难者一人来自成都、一人来自香港。来自成都的遇难者李昊昕是一名极限摄影师，他拍摄的
纪录片曾在南山国际山地电影节获奖，此行他也是随队摄影师，计划把该区域展现给更多的国内攀登爱好者。

近

双宋离了
宋仲基代理律师已证实

成都青年登山家，是身
经百战的攀登者，曾在一家
国内的户外公司做领队，徒
步过10余条高海拔路线，在
登山圈内小有名气。

2018年，李昊昕成功登
顶四姑娘山幺妹峰（该山峰
以高难度的技术攀登路线
在国际登山界享有极高盛
名），并因此与另一名同行
者获得了第12届中国户外
金犀牛奖最佳攀登成就奖。

探险爱好者
为何偏爱巴北部山峰？

巴基斯坦的喀喇昆仑山
区是世界阿式攀登爱好者的
热门目的地。但在今年当地
降雪增多，雪崩概率增加。

就在6月18日，巴军方直
升机还救援出了4名意大利与
2名巴基斯坦登山者，另外一
名巴基斯坦登山者遇难。当
时，这个七人小组在海拔约
5300米的Ishkoman山谷处遇
上雪崩。巴军方直升机找到
了除巴基斯坦登山者之外的
所有登山者，巴基斯坦登山者
被推定死亡。

当 地 登 山 探 险 公 司
Summit Karakorum的负责人
Muhammad Iqbal在接受采访
时说：“巴基斯坦北部对登山
爱好者来说充满了魔力，这里
也聚集了世界最高的山峰，通
常被认为比攀登世界第一高
峰珠穆朗玛峰更具挑战。这
里还有成百上千座山峰从未
被人类征服。”

据了解，李昊昕一行三人
都是阿式攀登爱好者。业内
人士告诉封面新闻记者，阿式
攀登全称是阿尔卑斯式攀登，
是一种强调依靠自力，采用尽
可能少的装备，快速攀登并安
全返回的登山方式。采用这
种方式常常只需要2-3名能力
相近的伙伴，快速地攀登一座
山峰，并在中途不借助他人补
给。

阿式攀登发源于阿尔卑
斯山区，上个世纪70年代，欧
美登山家们开始尝试使用阿
尔卑斯的方式攀登8000米级
别山峰，创造了很多纪录。

当地登山公司负责人伊·
阿里介绍说，在2015年之前，
这里鲜有来自中国的探险
者。但近几年，来这里攀登、
徒步和山地骑行的中国探险
爱好者明显增加。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宁宁燕磊 钟雨恒

6月26日，一则“带昊昕回家”
募捐公告在朋友圈热传。根据该
募捐公告透露，由于巴方军用直升
机使用费高昂，为帮助寻找李昊昕
和遇难同伴的亲人把他们带回祖
国，带回家乡，特别发起了“带昊昕
回家”的募捐。6月27日下午，发起
募捐的梦幻高山微信号发布公告：
截至27日凌晨00：50，接收款项已
达825434.85元，已经满足搜救需
要，紧急求助事件捐款接收宣告截
止。

目前，遇难者的三位朋友已经
抵达巴基斯坦。据华西都市报、封
面新闻记者了解，当地天气仍不稳
定，之前发现遇难者遗体的地方遭
遇了第二次雪崩掩埋，搜索行动被
迫暂停。不过，当记者联系到遇难
者的朋友，希望了解更多情况时，
他们表示，由于李昊昕的妈妈并不
知晓李昊昕出事的情况，他们目前
暂时还在努力隐瞒，以保护李昊昕
家人的健康和隐私。同时，出于对
李昊昕家人的保护，他们也希望媒
体不要去打扰他们。

李
昊
昕

冰冰分手
“我们不再是我们”

就在同一天，在双宋被曝离婚后不
久，又一对娱圈情侣宣布分手。

6月27日晚，范冰冰微博发文：“人的
一生可能会经历各种告别，在我们的相
遇中收获的爱和温暖都化为了永恒的力
量，感谢一路走来你所有的给予，支持和
爱。谢谢未来还会有的关心和爱护。我
们不再是我们，我们依然是我们。 ”此举
疑似宣布分手。

随后，李晨在微博发文称：“从朋友
到爱人，再做回朋友，情感的形式会变，
但你我之间最纯粹的感受不会变。”也疑
似证实了两人正式分手。

27日晚，封面新闻记者电话采访了
范冰冰的父亲，他表示自己事先并不知
情，同时认为分手很正常：“既然已经公
布，就以冰冰的说法为准。”

综合封面新闻等

发现遇难者遗体的利里戈冰川位置。

青年登山家李昊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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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晨在《奔跑吧》录制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