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13年6月3日 星期一 综合7

!"#$%&'()*+,-
./012345666&'(78
+9:;<=>4? @ABCDE
1FGHHIJKLM>NO?P
Q1RST?45UVWXY?Z[
\I]45^_L`ab c4de
fg !"# hijk? lmfg
$%&&' ijk?M>nopqnor
snotunvwxy?45zK{
|}~b >4%�>t (#'' ��?
��M� )% �? �+��:� *#
�?+�:� *+ �?�����M�
#( ���;��� ) ����M�
*% ��F&'��GG�����
��oz��No{�� o¡�I
JK¢£L:;<=>4b

!"#!$%&!'()*" &
'(78+¤:;<=>4� ¥l
¦ (++) §��¨©ª«�>4¥¬
®�̄ °±²o³´µ¶�L·¸
¹ºb »°�¼;F©>L½¾o{
�F©>L¿Ào ¢£F©>LÁ
Âo ÃÄF©>LÅL� LMSÆ
Ç?ÈÉ³ �́ÊËÌ3MSoÍl
�±45�LÎÏÅÐbÑÒ®7
>ÓÔÕ�ÖK¢×vØÙL¢£
£Ú? ª�ÛÜ? Ý>4LrÞ]
Ó� ªßÙ�Tàá�âLÓÔã
ä�ªåæ~=oçèéåoêëì
|o >íMSÌîïàáðÙ¢£

�;ñò�dó�;Lôõö�÷ø
ùúûüa©>ýö� ÊË�;þ
ÿ!"L#$ö�yX�Xâ%&�
!]'G(üaL�;©>L)Ô
%*� frI'45¢£IJK�
�âñò�;K� );�â+, 
-.b+,-./0)*"Û'ßÙ
�Tàá/ÔL0´� åæ~=ª
1Uæ={|Õ23Ûj4� 56
Íl��78ó��9ØÙ�Lþ:
R;�<X�=Ù©>oÙ3S��>
3t��L4?Ù3ù�@b1,2
34-)*" Û'ABçè);L
�â0´�>4C{'DåoEåo
FåoGH¤N�rs¿I�>4Õ
JGKåo LMNN+OPQ¤N
�R�?;ST4?LûÙ3>U
ÕTV@ñò>U� W;Xc�;
L>t YZ[%\]?;b *'(*
§Z[%JGKåL^_o`aob
coded¤�Ifgh\hib 5
,6789)*" C{jkolmo
noopqors,£>¤þ:�t
�uvàwLx�yM� c�;Õ
z{|}5¤~�N�|�5S�
LûÙ3Ù6� W;X Y��%
N+��LN�|r5å3b t¦
©>]a�>4�X (! ��&'�
§���� �̂���V�����
�&'�:;MSÕX�MSå3

��V�Ì�;å3��V�o&
'�MSM>¢£å3��V�o
&'�:;<=MSå3��V
�o &'��r��?;¤���
�b4L�����Û�(����
ìÉÄ©>�����o�:XM�
����o��^4L�o�J��¹
��o�� ¡¢����� £¤¥¦
§¨Û(*>©ªb «¬/ÔÌ!
"©ªì®àá¯°±²³´µ
±L�¶µ·Lo·¸©MS>ìì
L¹%º»«4¼½å3� ¾¿À
õÁ�Â� 6úÃÄZ'�ìÌ>
t¬LLÅ�b

:;<=#>?@;"�ÆÁÇ
È½ÉÊ�ËÌÍÎÝ�¶��>4

�ªÃÄ´/Ô� ªÏ7ÛÐÑ�ª
�;ÛÒ4��  ÉÊË>4ÒÓb
>4%ÔÎ/ÔL6ú� ¾gÕÖ
Õ�ì×ØÙ;Ì45Á,ÁÚo
Ú,ÛÜuÝ� Û%4Þß¬à>
t�)Ú,áâ� üãF«�äå
æçLÞß>tbèÌéêNë0
LÞß>tìíî� >4Zãïð
'ñCG�>ûÌG§L>òoó
ôòõöw÷øo÷eùo²úûoü
ýþ¤Zãáâ ('''ÿ*''' iL
>òb>4!GÚ,"#�ÛÞß>
t¬à$%'X&%'� (Þß>
tL¬L)',�>t%4�',b

�*§L+,d$*�G�56
L-Ç./f�jL>0112%'
G3� �456!�'&'(78+
¤:;<=>4� üãF ++�>t
^&7� ì8{09ýï��*''&§
%&'-./�©�&:å31��
*'(*§;©'<=¬>?×@�&A
>B��I§CD %'hiõ*''(�>
t²r� &'EF{GHIï��
*''%§�©¨JKL×@�I§CD
,'hibª\LÙr"MN²�>4%
OPL¢£Ì�;LñòQ� (G�
�RrL>0�4_SLTU� �V
�;<WNÌW;NÝ!H!]b A
X£ÇÍA'?;Ì¨;LNY�ð
rIñCZ«L�t-Çb BC�
&'(78+¤:;<=>4Z«L
/Ô[é~Åb

$$$ABCDEFGHI*J06K

!"#$ %&'(
!" #$% &'(

!)*+, -./0!

1234

本报记者 王亮

“回到大本营，我才确定活着回来了”
5月21日10时， 精疲力尽的林曦成功返回

海拔5400米的珠峰南坡大本营。
拖着沉重的步伐， 林曦首先迎来一位外

国友人的“Welcome� Back”， 感受到对方紧
握的温暖有力的大手， 泪水一下子充盈了眼
眶。 随后见到领队杨春风时， 林曦压抑了6天
的情感终于再也无法控制， 瘫倒在杨春风怀
里， 嚎啕大哭： “我活着回来了， 我活着回
来了！”

回忆那一刻， 已经返回工作岗位的林曦
依然动情， 她的嘴唇抖动着， 仿佛又回到了
珠峰脚下。 “见到驻守在大本营的领队时，
我才真正确定自己已经安全返回。 那一刻，
登山6天来的每一个细节瞬间涌上我的大脑，
只觉得自己刚刚从鬼门关走了一遭回来。”

海拔8844.43米的珠穆朗玛峰， 是世界第
一高峰， 被誉为世界第三极， 无数探险家对
她魂牵梦萦……

1921年， 人类首次尝试攀登珠峰。 1953
年5月29日， 新西兰的希拉里和向导丹增·诺
尔盖从南坡成功登顶， 创下人类首次登顶珠
峰的壮举。 1960年5月25日， 中国登山队经过
两个多月的奋战， 王富洲、 贡布、 屈银华3人
从北峰成功登顶， 圆了中国人登上“世界之
巅” 的心愿。

珠峰地区的气候复杂多变， 即使在一天
之内， 也往往变幻莫测。

这也是林曦及其团队在大本营等待了近
一个月之久的原因。 林曦介绍， 她于4月11日
抵达尼泊尔， 与14名队友会合， 4月20日抵达
海拔5400米的珠峰南坡大本营， 准备登顶。

由于天气原因， 直到5月15日， 等待了20
多天的林曦与队友才迎来出发的时刻。 准备
好十几公斤的装备、 食物， 在15日凌晨发完
登山前的最后一条微博后， 林曦失眠了。 那
一夜， 登顶的雄心壮志充盈在她的大脑中，
取代了出行前的焦虑。 她决不会想到， 死神，
就在不远处窥视着她。

从南坡大本营登上珠峰， 要经过C1、
C2、 C3和C4等4个营地。 林曦一行， 每个人
跟着一位夏尔巴人向导， 根据天气或快或慢，
向顶峰跋涉。 攀登的过程艰苦万分， 凭借顽
强的意志， 林曦总算有惊无险地于5月19日10
时抵达峰顶。 那一刻， 林曦一如往常般平
静。

在峰顶休息了20多分钟后， 林曦与向导
开始下山。 但就在下到8700米处时， 意外发
生了。

林曦回忆道， “冲刺峰顶的过程持续了
10多小时， 精力损耗太大， 在峰顶只休息了
20分钟， 下山时， 自己的精力意识处在一个
放空的状态。” 下山的每一步， 意识有所模糊
的林曦一度出现幻觉， 好像走在回家的那条
小巷。 突然， 林曦一脚踩空， 整个身体歪斜
下来， 直愣愣向山涧摔去。

那一刻，林曦完全失去意识，没有任何自
救的动作。 就在那千钧一发的时刻，反应敏捷
的向导紧紧抓住了林曦的左手。 剧烈的动作，
冲击着林曦的意识， 在向导呼喊了十几秒后，
林曦猛然惊醒，拼尽全力翻身过来，使尽浑身
力气往安全地带爬去。“接下来，我就像打了鸡
血一样，再也没有走神过，直到回到大本营时
才全身发软瘫倒，痛哭一场。 ”

让林曦至今无法释怀的是， 在前往珠峰
南坡大本营的途中相识的中国台湾画家李小
石， 已经永远地躺在珠峰C4营地。 “我是活
着回来了， 可有的人永远留在了山上。 雪山
上的他， 冷吗？”

“站在珠峰顶，好像到了南门口”
此次珠峰之行， 带给林曦全新的感受，

“我想这辈子再也不会有这样的经历了。 看到
的美景、 有过的经历， 都是独一无二的。”

林曦抵达尼泊尔与队友会合， 两天后抵
达卢卡拉。 “从卢卡拉到珠峰南坡大本营这
段路程， 被誉为徒步者的天堂。 7天中， 我们
遇到来自五大洲的朋友， 虽然语言不通， 但
共同的爱好， 相似的经历， 让大家很快打成
一片。” 就是在徒步期间， 林曦与来自台湾的
李小石相识， 当时他还给了林曦一张名片，
约好今年12月到台北参加马拉松。 只是现在，
名片在林曦手中， 它的主人却已长眠在雪山
上。

在大本营等待的时刻， 有关山友事故的
消息也不断传来。 “在大本营一听到直升机
的声音， 就知道出事了， 直升机是前去救援
或者搬运罹难者尸体的。” 林曦告诉记者， 就
在5月14日， 一个尼泊尔登山团队因为天气问
题折返， 还有多人受伤， 其中一名队员的脚
严重冻伤， 十个指头肿得像胡萝卜， 最终被
全部切除。 “可能回不来了” 的念头， 此后
就一直盘旋在林曦的脑海中， 直到她“活着
回来” 了 。

谈到登山时如何解决如厕的话题， 此前
一直凝重的氛围瞬间变得轻松起来， “大家
都是穿着连体羽绒服， 只好每次先憋着， 直
到驻扎休息时解决。” 向导在每次休息的时
候， 都会在附近凿出一个坑来。 而小便则往
往在帐篷内解决， 男的用瓶子， 女的用保鲜
袋。 “有洁癖的女生， 可千万不要尝试攀登
雪山啊。” 林曦笑着说。

让所有人好奇的， 还有林曦在山顶看到
的景象。 出乎意料的是， 站在世界之巅， 最
让林曦印象深刻的并不是雪峰的巍峨壮美，
而是人群的熙熙攘攘， “就好像到了南门
口。” 林曦介绍， 5月份是攀登珠峰的最佳时
期， 今年又是人类征服珠峰60周年， 前来攀
登的人特别多。 尤其在珠峰山顶前的一段路，
由于过于狭窄 ， 甚至发生“拥堵 ” 现象 。
“珠峰上， 一边是蓝得纯粹的天空、 晶莹剔透
的冰雪世界， 另一边却是拥挤的山友， 将我
之前天堂般的印象完全打碎啦。”

让林曦抱怨的还有登顶过程中糟糕的伙
食， “我从没有吃过如此‘清淡’ 的食物。”
回到长沙快一个星期， 林曦的味觉依然没有
恢复， 即便是以香辣闻名的湘菜， 在她口中
也清淡无味。 “在高海拔地区待了一个多月，
每天吃着几乎没有咸淡的高山食品和能量胶，
完全把味觉破坏了。”

现在， 林曦热切期待着尽早恢复味觉，
过一把湘菜瘾。

生死考验之外，
攀登珠峰费用高达30多万元
每次登顶雪峰后， 其他山友或热泪欢呼，

或无语哽咽， 林曦总是平静地找一个地方坐
下来， 感受山顶凛冽的劲风， 让心灵与大山
完全融合到一起。 “每次攀登雪山， 都会感
受到一股强大的向心力。 登顶之后， 最强烈
的感觉也是归宿感。 我想， 我的前世一定是

雪山的女儿。”
林曦告诉记者， 攀登珠峰前， 每个队员

都要签署一个特殊的协议， 以决定一旦出现
意外， 尸体是搬运下来还是留在雪山。 林曦
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这位“雪山的女儿”， 却在2006年接触户
外运动前， 基本与体育运动“绝缘”， 甚至
“离谱” 得连岳麓山都没有爬过。

“我从小没有运动细胞， 上学时连跑400
米都艰难万分， 工作也与登山没有任何联
系。” 聊起与登山的结缘， 林曦自己都觉得不
可思议。

2006年上半年， 林曦“意外” 加入一个
户外团队， 开始接触登山运动。 在2006年攀
登了云南海拔5396米的哈巴雪山后， 林曦的
人生突然发生180度的转变。 以往那个性情娴
静、 喜欢绘画的“宅女” 不见了， 随之而来
的是一个“嗜” 山如命， 不达目标不罢休的
“雪山狂人”。

“其实， 当时攀登哈巴雪山并没有成功，
我在海拔4100米的大本营就被高原反应折磨
得死去活来， 不得不放弃。” 虽然没有成功，
但首次靠近雪山， 让林曦感受到一种难以言
说的缘分。

此后， 林曦8次登雪山， 5次成功， 其中
包括海拔7546米的慕士塔格峰和8163米的马
纳斯卢峰。 每一次成功登顶， 都带给林曦归
宿般的神奇体验， 似乎登山并不是征服， 而
是“回家”。

然而， 攀登雪山的高额花费， 生死考验，
也让她难堪重负。 2012年攀登马纳斯卢峰，
她花费了15万元， 这次攀登珠峰费用高达30
多万元。 家人， 尤其是父母、 女儿的担心，
也每每让她心生愧疚。

因为来自家乡株洲两家企业的支持， 林
曦才踏上登顶珠峰的梦想之旅。 对于刚刚读
大一的女儿， 林曦通过在大本营绣十字绣来
传达思念和歉疚。

林曦告诉记者， 因为年龄和经济的原因，
想要完成登顶世界14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雪
山存在很大难度， “我的目标是征服7大洲的
最高峰以及南北两极， 争取1年完成1个。”

◎ 责任编辑 谭云东 版式编辑 李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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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雪山的女儿，我命中注定要往那里去。”在人类
征服珠穆朗玛峰60周年之际，湖南女子监狱的女警林曦
于5月19日10时成功登顶珠峰， 成为首位完成此壮举的
湘妹子，开启了湖南登山史上的新篇章———

林
曦：

﹃
我
是
雪
山
的
女
儿
﹄

图为林曦在珠峰南坡大本营进行登山拉练。 林曦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