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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跟随小温母亲和景区工作人员
探访了事发现场。从海螺沟景区门口出
发，需先搭乘观光车到3号营地，全程50
分钟，道路蜿蜒曲折。途中，母亲李女士
突然抽泣，“那一天，就是我带他坐车上
来的。”

在3号营地下车，再坐10分钟左右
缆车，就抵达事发4号营地。当天，他们
从索道上站沿红石滩步行栈道走了500
多米到达顶端。那也是监控视频里，小
温最后出现的地方。时间定格在8月2
日13点08分。

之后，小温和母亲穿过警戒线，走进
乱石滩。据海螺沟景区执法大队工作人
员杨林东介绍，小温走失的位置，就在距

离警戒线不到30米的坡上。
记者看到，乱石滩周围环境并不复

杂：石滩顺着旁边一条浅溪展开，坡度不
大，也比较空旷，只有些低矮灌木丛。沿
石滩向下走约1公里，是冰川边缘，“成年
人要走一个多小时，路很难走，小孩根本
走不到。”杨林东说，沿石滩向上可延伸
到贡嘎山底，“那就很远了，那边都是峭
壁，小孩也很难到达。”

面向 1 号冰川底部，乱石滩的右
边是森林，但中间隔着三条河，一条
比一条宽，水流也逐渐湍急。即便知
道小孩很难过去，搜救队员和搜救犬
还是进入森林寻找，遗憾未能发现踪
迹。

8岁男孩海螺沟失联
他到底去哪儿了？

走失区域地形不复杂，家属将重点搜寻河沟；男孩已被录入失踪儿童信息库

9日深夜，磨西镇
一间客栈里，男孩父亲温
先生拖着左腿出现。当
天绕着冰川寻找时，他不
慎踩空扭伤左脚，肩膀、
腿部也被刺伤，“当时都
没感觉，下来才发现。”

得知儿子失联后，温
先生连夜从老家赶到海
螺沟，之后7天，每天跟
着景区工作人员和救援
队上山寻找。“山上成年
人能走去的地方，我全都
翻遍了，我亲自翻的。”但
他仍不甘心，还是决定犯
险绕着一号冰川找一下，

“如果我去找了没找到，
就没遗憾了，我尽力了。”
就算没有脚伤，温先生满
身的疲累亦肉眼可见。

脸部、特别是鼻梁处因高
原日晒而通红，眼睛里充
满血丝，“我来的时候头
发黑亮，现在都变白了，
说实在的，我真的有些疲
惫了。”

与 他 一 起 在 海 拔
3600 米的高山上犯险
的，还有众多搜救人员。
从8月2日14点半开始，
包括景区、雅安蓝天救援
队、甘孜州户外运动专业
救援队、雅安民生救援队
在内的 500 余人次参与
救援，他们搜救的范围是
红石滩周围1.5平方公里
区域，以及小孩根本无法
走到的地方——乱石滩
下游冰川与河道右边的
森林。

“走失的地方面积
不大，环境空旷，地势不
复杂，小孩发生危险的
几率很小。”这是多位搜
救队员的专业判断。然
而，就是在这种“不可能
走丢”的环境下，小温消
失了。

“孩子怎么就消失
了？”景区此前从未发生
过类似失踪事件。家属
觉得离奇，网友也猜测背
后是否另有隐情。对此，
作为孩子的亲生父亲和
监护人，温先生首次澄清
——孩子被妈妈带出来
玩，不慎走丢了，这就是
事实。“我相信我前妻的
人品，这里只有事实，没
有八卦故事。”

新闻延伸海螺沟，贡嘎山东
坡极高山地。冰川、森
林交替，常年云雾缭
绕。8月2日，湖北十
堰8岁男孩温景尧在
此失联，累计500人次
展开地毯式搜救，至今
仍未觅得男孩踪迹。
一片地形并不复杂的
区域，8岁男孩离奇消
失整整10天。父母、
亲人焦急心痛，还要承
受外界猜测。

8 月 11 日，是温
景尧在海螺沟失联的
第10天，孩子的家人
仍未放弃寻找。一大
早，他们再次上山，准
备着重沿乱石滩旁边
的河沟寻找，这也是专
业搜救队员判断的搜
救方向。当地警方透
露，目前尚未就此事立
案，但仍将从多个方向
着手展开调查。不过，
已基本排除被拐走可
能。“我们反复查看了
监控，孩子没有乘坐索
道下山，排查下山车辆
时也没有发现小孩。”
民警介绍，索道是下山
的唯一路径。目前，警
方已对失联男孩生父
生母采集血样，录入失
踪儿童信息库。

大规模搜救的几天，专业救援队将
搜救范围确定在红石滩周围1.5平方公里
范围内。累计500人次，地毯式搜索，也
没获得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小孩不容易在这里失踪。”这是专
业搜救人员的判断。景区工作人员也表
示，这里从未发生类似的失踪事件。

“山上成年人能去的地方我都翻遍
了，我亲自翻的。”男孩父亲温先生说，

“我去过那么多地方，现在最熟悉的就是
海螺沟。”如今大规模搜救团队已经不
在，亲属5人仍在上山寻找，“我不知道还
能坚持多久，但作为母亲，没找到孩子我
不可能放弃。”

11日，根据前几天的研究，他们将搜

寻重点转移到河沟，这也是专业搜救人
员的一个判断方向。

搜救犬训导员小广于事发后第六天
上山，他在小温最后离开母亲视线的位
置及周边携搜救犬进行了搜寻。

“除了搜救犬无法搜寻的水下，在
小温曾跨过的河道一侧范围内，均未
发现任何遗留物。”小广说，综合他的
搜救经验和实际情况看，短时间内，小
温无法走出他所搜寻的范围。“我的搜
寻范围已经超过他能走的两倍距离
了。”他建议，在接下来的搜救中采取
定向性搜寻，河流和冰雪是两个需注
意的大方面。

封面新闻记者 曹菲戴竺芯 摄影报道

再过三个月，就是
小温的 9 岁生日。在父
母眼里，儿子活泼、爱运
动，却又自律听话。父
母离异后，小温跟随父
亲和奶奶生活，母亲也
常来探望，从未缺席孩
子的成长。

由于父母二人都喜
欢运动，儿子的运动细胞
自然不差。温先生会带
儿子练自由搏击，李女士
也曾陪伴儿子完成30公

里城市徒步，“我们很注
重对他的安全教育，他知
道哪里危险，出门从不远
离我们的视线。”

以这次四川之行为
例，在海拔 4700 米的稻
城亚丁徒步时，李女士因
腿不好落在了后面，眼看
前面没了小温踪影，她正
准备加速追赶，儿子就从
他身后跳出来了，“他看
我不见了，就会在休息区
等着，实在找不到我也会

向别人求助。”
最初报警的时候，李

女士提到她在事发前曾
数落过小温，孩子有点赌
气，这也让她被受指摘。

“我说这些是为了提供更
多的线索，我儿子绝不可
能负气出走。”在她的记
忆中，不管她的管教有多
严格，哪怕真的吵架，孩
子都不会远离她，“他会
生气，但绝不会撂挑子不
做，直接离开。”

小温的父母已经离
异，这次是母亲及男性
友 人 带 着 他 自 驾 出
行。这样的组合也让
网 友 产 生 疑 问—— 爸
爸知情吗？

“我知道孩子出来
玩，如果妈妈不来，等我
忙完这阵，暑假也要带孩
子出去。”温先生正面回

应。事实上，这也不是小
温第一次自驾游。他们
曾带着孩子去过国内一
些城市，十堰市周边的武
当山、神农架、太极湖等
都是他们周末游玩的目
的地。

这一次，他们的行
程规划从湖北十堰开
始，驾车前往稻城亚丁，

游玩后至海螺沟，最后
到达成都。8 月 1日，一
行三人到达海螺沟景
区。当晚，温先生还和儿
子通过电话。

通话中，父亲打趣，
要求孩子给他带一个当
地特产。电话挂断后，儿
子悄悄告诉妈妈：“要给
爸爸带牦牛肉。”

网友的另一个质疑
是，小温的母亲面对镜头
太过冷静，甚至“冷漠”，
不太像丢失孩子的妈
妈。李女士承认，儿子走
丢的第一天，从下午 14
点半到次日凌晨 1 点多
的搜救过程中，她一滴眼
泪都没掉过，“因为那时
我觉得一定能找到孩

子。”
大规模搜救持续了

四天，专业救援队开始撤
退。此时，家属想到求助
媒体。“我找媒体介入，是
想让他们帮我找孩子，面
对记者我属实哭不出
来。”李女士说，“我也没
必要哭哭啼啼，让全世界
都来同情我，觉得我可

怜。”
“我姐就是性格太坚

强。”李女士的弟弟说，
“关起门来她没少流眼
泪。”据李女士讲述，有一
次她打电话给救援队，对
方的彩铃是《我们不一
样》，“我一听眼泪就出来
了，因为儿子以前很喜欢
唱这首歌。”

实地探访：走失区域地形不复杂

搜寻方向：建议转向河流和冰雪中

“孩子跟着妈妈出去玩不慎走失，
这是事实”

“我找媒体只为找到孩子，
没必要哭哭啼啼”

“他爸知道，
途中父子俩经常打电话。”

负气离开？▶“他知道哪里危险，
出门从不远离我们的视线”

母子远行？▶

不见悲伤？▶

另有隐情？▶

失联男孩温景尧在海螺沟留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