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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西藏嘉黎县警方
通报，3月14日13时许，
群众在对依嘎冰川下游
河道巡查时，在冰层下发
现一具男性遗体，死者疑
似意外落水失踪人员王
相军。3月23日，王相军
的家属称，目前已确认这
具遗体就是王相军。

“西藏冒险王”王相军弟弟：

处理好善后事宜
就会带哥哥“回家”

网友惋惜：“一个非常纯粹的追梦者，一个不普通的普通人”

美国科罗拉多州一超市
发生枪击案致10人死亡

这是美国今年第七起大
规模枪击致死事件

美国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一家
超市 22 日下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
件，包括一名警察在内的10人丧生，
一名嫌疑人被捕。

该超市当天下午 3 时左右遭枪
手袭击，警方接到报警后立即赶往事
发地点。特别武器和战术处也派人
抵达现场。

社交媒体流传的视频画面显示，
超市内有一人倒在地上，另有两人倒
在超市停车场。视频开始的时候传
来几声枪响。

目击者迪安·席勒告诉美联社，
他刚离开超市就听到多声枪响，看到
3人倒在地上，“不知道他们是否还有
呼吸”。躲过一劫的莎拉·穆恩沙多
告诉《丹佛邮报》，她和儿子刚买完草
莓就听到两声枪响，他们随后逃走，
在停车场看到一具尸体。

当地媒体早些时候报道，事件造
成至少6人死亡。警方随后通报，10
人丧生，包括一名警察；仅嫌疑人一
人受伤，已经落网。

博尔德市警察局长玛丽斯·赫罗
尔德说，殉职的警察名为埃里克·塔
利，今年51岁。

警方 22 日晚些时候召开记者
会，通报这次枪击事件。不过，警方
没有披露嫌疑人的身份信息和更多
案件细节。

当地电视台播放的画面显示，一
名身穿平角短裤、赤裸上身、留着胡
子的中年男子被铐上手铐带出超
市，随后被安置在担架上、抬上救护
车。警方没有说明那名男子是否是
嫌疑人。

科罗拉多州州长贾里德·波利斯
在社交媒体写道，这起事件“令人心
碎”。白宫发言人珍·普萨基说，总统
约瑟夫·拜登已经听取事件简报。

美联社报道，这一事件是美国今
年第七起大规模枪击致死事件。

枪支暴力
长期困扰美国的社会问题

科罗拉多州曾发生多起严重枪击
事件。2012年7月20日，一名男子在
该州奥罗拉市一家电影院首映影片

《蝙蝠侠：黑暗骑士崛起》时持枪对观
众扫射，造成12人死亡、58人受伤。

枪支暴力是长期困扰美国的社
会问题。据跟踪枪支暴力的网站

“枪支暴力档案”统计，仅 2021 年以
来，美国国内导致 4 人以上伤亡的
严重枪击事件已达 100 余起，9453
人死于枪口之下，其中超过4000人被
他人打死。

美国是人均拥有枪支最多的国
家。博尔德枪击案再次引发美国社会
关于枪支暴力的激辩。美国控枪组织

“母亲要求行动”创始人香农·瓦茨在
社交媒体上评论道：“这不是自由。没
有其他任何一个高收入国家会出这样
的事。没有一个国家能对此容忍，我
们也不应该容忍。” 据新华社

“他这一生痴迷于冰川，同时献身于
冰川，这里是他最好的归宿。”2020年12
月20日，“西藏冒险王”王相军在攀登西藏
那曲嘉黎县的依嘎冰川时，落入冰川暗河
中失踪。12月26日，王相军的弟弟王龙
登录“西藏冒险王”的视频账号发布消息
称：“我的哥哥，你们的老王，永远的留在
了这个他最喜欢的瀑布里……”

据西藏嘉黎县警方通报，2021年3月
14日13时许，群众在对依嘎冰川下游河
道巡查时，在冰层下发现一具男性遗体，
死者疑似意外落水失踪人员王相军。3
月23日，王相军的家属称，目前已确认这
具遗体就是王相军。

同日，据澎湃新闻报道，著名法医学
专家胡志强已抵达嘉黎县。受王相军家
属委托，将介入王相军的尸检工作，他目
前正与警方协商。

王相军弟弟王龙表示，在处理好善后
事宜后，将带哥哥王相军踏上“回家”的路。

回顾王相军的一生，精彩，却很短暂。

一条时间线
还原王相军落水事件始末

2020 年 12 月 20 日，王相军意外落
入冰川暗河引发外界关注。到2021年3
月23日，王相军遗体被找到并确认身份，
历时整整三个月。

这三个月来，王相军的下落一直备
受关注，“西藏冒险王”也数次登上网络
热搜。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梳理
出整个事件的时间线，还原了事件的详
细经过——

2020 年 12 月 19 日，王相军与同伴
小左（网名“背包客小左”）自驾到达嘉
黎县；12 月 20 日上午，两人一同抵达依
嘎冰川探险，王相军在拍摄视频过程中
掉进冰川瀑布，小左救援失败，寻找救
援返回时发现王相军不见了，小左随后
报警。此后，王相军的弟弟王龙，与当
地政府、公安、消防、应急部门、救援队
一起到现场展开多次搜寻，均没能发现
王相军。

2020年12月26日，王相军的弟弟王
龙发布消息称：“我的哥哥，你们的老王，永
远的留在了这个他最喜欢的瀑布里……”

2020 年 12 月 27 日，小左在其抖音
账号上发布王相军事发时视频，遭网友
质疑指责其救援不力。更有甚者，怀疑
王相军被小左谋杀。2020 年 12 月 29
日，小左发视频回应：王相军落水后，他
尽力尝试救援无果，跑去拿来绳子和密
封的桶救援，也失败了，遂按王相军的建
议去叫救援，回来时发现王相军不见
了。2021年1月4日，小左再次发声：“当
时已经尽全力救援。”

2021年1月5日，因专业救援队伍连
续数日搜寻无果，王相军家属宣告搜救
暂告一段落。

2021 年 1 月 20 日，网友将王相军
2020年12月19日发布的一段视频进行
降噪处理后，听到疑似“好重啊，这家伙
还在流血！”的人声，并质疑王相军是被
人谋杀，王相军同伴小左遭遇新一轮网
暴。2021年1月22日，嘉黎县警方发布
通报，称已对网传降噪视频介入调查。

2021年2月1日，“西藏冒险王遗体
被找到”的消息在网上发酵，经核实，确认
为谣言。同时，官方称“将启动第二轮搜

救工作”；2月7日，王相军家属发布消息
称，第二轮搜救仍未找到王相军。

2021年2月22日，嘉黎县公安局通
报“王相军失踪”调查情况：王相军是意
外落水失踪，此前降噪视频与此无关；2
月23日，同伴小左发声：“事情已经过去，
我要回归正常生活。”

2021年3月14日，嘉黎县尼屋乡群
众按照政府部署对依嘎冰川下游河道巡
查时，在冰层下发现一具尸体，19名人员
随后赶赴现场打捞出一具男尸；3 月 18
日，嘉黎县公安局发布情况通报，男尸疑
似意外落水失踪人员王相军。

母亲忆爱子：
他十来岁时就把老家周围的山爬个遍

“他从小就喜欢爬山，特别爱看风
景，他说，他热爱大自然。”王相军的母亲
何帮琼告诉记者，10来岁的时候，王相军
就把老家方圆几公里的山爬了个遍，有
时候半夜才“摸”回家。

“高考失利后，王相军复读高三，学
校老师让交300元资料费，我们那时候很
穷，交不起这笔钱，他一气之下就不读
了，当年就出门打工去了。”据何帮琼回
忆，当年，经熟人介绍，王相军去了广东
的一家企业。接受培训期间，王相军跟
家人用电话联系过几次，后来突然联系
不上了。找人一打听，才知道他早就自
己一个人离开了，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他去广东的时候，我们东拼西凑，给
他带了800元现金，他爸爸从老家把他送
到广安邻水县城，看到他上车之后才放
心。”何帮琼说，当年交通不便，通信也落

后，家里也没有什么收入来源，儿子失联
了，他们只能托人帮忙寻找，也找过电视台
寻亲节目帮忙，但一直没找到，后来便不
再找了。

2017 年夏天，王相军的表弟在网上
刷短视频，觉得有个网名叫“冰川哥”的
人很像王相军，后来一联系，果然是他。
失联了整整 8 年后，王相军与家人相
认。王相军告诉家人，出门之后，他苦于
没有一技之长，同时又不愿意被人约束，
一直过着边打工边旅行的生活。上工
地、进工厂、帮餐馆、摆地摊……做什么
能挣钱他就做什么，然后用赚来的钱游
玩，去的都是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或荒
野山村。

王相军最快乐的事，就是把美景拍下
来，然后分享给别人。2017年，王相军在
短视频平台上注册了账号，同步分享自
己拍摄的冰川视频，4年“吸粉”180多万，

“西藏冒险王”、“冰川哥”随之走红。
为了向更多的人分享自己拍摄的冰

川，王相军摆过地摊卖冰川照片，2 元一
张。到了2020年，这些冰川照片已升级
为定制台历的配图。

变身为“网红”后，王相军的脚步，在拍
冰川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截至2020年
底，他已爬上中国西部70多条冰川，记录
它们如何融化和消失。2019年12月，他受
邀参加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联合国气候
变化大会，把这些年对冰川和气候变化的
观察和记录，分享给了全世界的人。

王相军曾说：
“这短短的一生，我们最终都会失去”

成为拥有数百万粉丝的“西藏冒险
王”后，王相军常常在镜头面前以蓬头垢
面、干裂的嘴唇示人，看起来与流浪汉无
异。然而，他镜头下的冰川、山河等美
景，却让不少人着迷。

“人这一辈子很短，要出去闯一闯，
不然就没意义了。”王相军曾给家人说。
他用自己拍摄的冰川照片做成的台历
上，也有这样一段话：“这短短的一生，我
们最终都会失去，你不妨大胆一些，爱一
个人，攀一座山，追一个梦。”

对于王相军的离世，不少网友表示
惋惜。“他算得上是一个非常纯粹的追梦
者，一个不普通的普通人，一颗在雪山的
夜空中闪耀而过的火流星，最后陨落在
冰川的怀抱里，陪着最爱的大山长眠，也
不失为一种归宿。”

王相军生前照片。（资料图片）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曾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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