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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匡丽娜

1975年，26岁的他第一次攀登珠
穆朗玛峰（以下简称珠峰），因冻伤不得
不双腿截肢；

2014年，65岁的他第二次攀登珠
峰，遭遇雪崩，被迫放弃；

2015年，66岁的他第三次攀登珠
峰，遭遇尼泊尔地震，被迫放弃；

2016年，67岁的他第四次攀登珠
峰，到达高度8750米，距顶峰仅94米，
遭遇恶劣天气被迫放弃；

2018年5月14日，69岁的他终于
成功登上珠峰，成为中国第一个依靠双
腿假肢登上珠峰的人。

他叫夏伯渝，一个出生在渝中区临
江门的重庆人。12月2日，夏伯渝将
回到重庆举办讲座。11月21日，重庆
日报记者电话采访了夏伯渝，听他讲述
自己的追梦故事。

报名登山队，只是想免费
检查身体

重庆日报：当初您是怎么和登山结
下不解之缘的呢？

夏伯渝：我是1974年入选到国家
登山队的，我原来在体校最喜欢的运动
是足球，对登山知之甚少。选拔登山队
员时，考虑到能免费检查身体才报的
名。因为我长到二十几岁从来没有检
查过身体，更别说免费检查了，当时报
名的有好几百人，只要几个人，所以我
想也没什么希望，主要是冲着免费检查
身体去的。

没想到一检查就把我选上了。其
实被选上的时候，我不是太想去，因为
我不想放弃足球去登山。但很多人都
跟我说：你太棒了！竞争这么激烈，你
都能入选国家队！这话听多了，可能就
有了一种虚荣心，觉得选上国家队挺光
荣也挺自豪的，所以我就参加了。

把骨科做牵引用的沙袋绑在
腿上，天天躺着练

重庆日报：最初开始攀登珠峰并不
顺利吧？

夏伯渝：是的。那是1975年，国家
登山队第二次攀登珠峰，包括我在内的
登山突击队向珠峰出发。登到8600米
时突遇强劲的高空风。我们静等了两
天三夜后,不得已只能选择下撤。在
7600米处，一位队友因为体力透支，掉
落了睡袋。我在队里有“火神爷”的称

号，就把自己的睡袋给了队友，自己就
在零下30多度的环境里睡了一宿。第
二天我们从海拔7600米走到6500米
的营地时，我才发觉鞋子脱不下来了，
双脚没有感觉和温度。后来，我的脚掌
慢慢变成粉红、紫红，直至完全变黑，最
后不得不截肢。当时我只有26岁，这
个打击几乎让我对今后的生活失去了
信心。

重庆日报：那怎么熬过那段时间的
呢？

夏伯渝：那时德国有位专家对我进
行了会诊，他说装上假肢还能正常生
活，甚至继续登山。就是这一句话，一
下子把我点燃了。从那以后，再次攀登
珠峰就成为我的奋斗目标。这40年
来，我一直在为这个目标努力。当时等
待安装假肢等了3年，我就把骨科做牵
引用的沙袋绑在腿上，天天躺着练举
腿、蹬腿，同时配合俯卧撑和仰卧起
坐。就这么练散了两张床，护士长还开
玩笑说要我赔呢。

我不能因为自己的梦想而拿
别人的生命冒险，就主动撤下来

重庆日报：能介绍一下你几次攀登
珠峰的情况吗？是从哪边登的？

夏伯渝：2014年，我第二次登珠
峰，遭遇到雪崩，我们的16个向导全部
遇难。第一次登是走的北坡，就是中国

这边，以后的几次都是走的南坡，就是
尼泊尔那边。每年只有5月的那么几
天可以登山。

重庆日报：为什么只有5月能登珠
峰呢？

夏伯渝：因为那时是春夏交接的时
候，山上的风最小。

重庆日报：后面的几次尝试为何没
成功？都遭遇了什么？

夏伯渝：2015年，66岁的我第三次
攀登珠峰，遭遇尼泊尔地震，被迫放弃。
2016年，67岁的我第四次攀登珠峰，到
达高度8750米，距顶峰仅差94米，遭遇
恶劣天气最终放弃。这是我一生中最难
做出的决定，因为那时候我已经67岁
了，很可能是我生命中最后一次登上珠
峰的机会了，所以我想不顾一切地往上
走。但是，我还有5名向导，他们都非常
年轻，我不能因为自己的梦想而拿别人
的生命冒险，最终还是主动撤下来了。

实现梦想的路上，最重要的
是坚持

重庆日报：2018 年登顶那次顺利
吗？

夏伯渝：差点有去无回。那次走出
大本营的时候就雷电交加，我想完了，
这次又要失败了。为了抢难得的窗口
期，我们顶着雷电一直往上走。

重庆日报：每天登多长时间呢？

夏伯渝：每天登七八个小时吧。我
有血栓，出发前医生就叮嘱我说，不能
受伤出血，否则可能会止不住。所以登
山的时候，我就特别小心，每一步都必
须踩稳、踩平。别人用七八个小时走的
路，我要10个小时左右。

重庆日报：从大本营到登上顶峰用
了多久？

夏伯渝：一共登了7天。
重庆日报：接下来您有什么计划？
夏伯渝：一个人有目标才有方向，

否则就会衰老。下一步我的目标是攀
登七大洲的最高峰和南北极。前不久，
我攀登了勃朗峰，接下来是非洲乞力马
扎罗。

重庆日报：听说您要来重庆，很多
人特别是年轻人都想来听您的讲座，您
想对他们讲点什么吗？

夏伯渝：我想告诉他们，有梦想并
为之奋斗就是幸福的。当然，在实现梦
想的路上，最重要的是坚持，最困难的
也是坚持。攀登的精神就是永不止步，
坚持，再坚持！

夏伯渝在69岁时成为中国第一个依靠双腿假肢登上珠峰的人，他说——

“攀登的精神就是永不止步”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11月21
日，历时近7个月的重庆市第九届全民
健身运动会落下帷幕。本届运动会共
吸引了各区县的313个代表团19400
多名运动员参赛。其中，九龙坡区获得
区县组冠军，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获得
单位组团体总分第一。

作为我市促进全民健身运动开展
的重要举措，本届全民健身运动会自今
年4月开幕以来，先后举办了广播体
操、五人制足球、柔力球、登山、羽毛球、
龙舟、门球、游泳、攀岩、钓鱼、乒乓球、
围棋等26项群众参与面较为广泛的比
赛项目，其中既有传统体育运动项目，

也有新兴的体育健身时尚项目。
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举办全

民健身运动会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带动更
多的市民主动参与到体育健身中来。在
项目设置上也尽可能设置群众喜爱度较
高、参与面较广的项目，比如拉丁舞今年
就首次成为全民健身运动会比赛项目，
未来还将设置更多市民喜闻乐见、年轻
时尚的项目，以吸引更多市民参与。

重庆市全民健身运动会闭幕
举办了26项比赛项目，近两万人参与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周尤）11月
21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团市委获悉，在
第十六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
术科技作品竞赛终审决赛中，我市参赛
项目《关于“塔西佗陷阱”的研究——政
治史学视野下的文本追溯与古今之辩》
《初中生校园欺凌的精准治理模式实践
探索—基于累积生态风险模型的心理
干预实证研究》2项作品荣获一等奖，
另有7项作品荣获二等奖、21项作品
荣获三等奖。《基于高强度瞬变脉冲磁

场的异种金属焊接技术》项目荣获“累
进创新奖”银奖，重庆大学以团体总分
排名西南地区第一的成绩，再次捧得

“优胜杯”。
“挑战杯”自1989年起每两年举办

一届，被誉为当代大学生科技创新的“奥
林匹克盛会”。本届“挑战杯”以“挑战
筑梦，科创报国”为主题，全国1573所高
校的近300万大学生参加了校级竞赛。
经过省级比赛、全国初评和复审，共有
213所高校的447件作品进入终审决赛。

重庆两件作品获“挑战杯”一等奖

300余人次的走访后
绘制“作战图”

“丁沟村距潼南城区17公里，全村
共700户2046人，现有建卡贫困户70
户255人，占全村总人口12%。”张基斌
说，自己在学校担任的是团委副书记，
从“教书人”转变为“扶贫人”，第一个难
题便是全村建卡贫困户住在村上哪个
位置、如何找到他们，方便下步工作。

带着这个问题，张基斌每天叫上村
支书、驻村工作队员，逐社逐户逐人逐
项走访摸排。在走访过程中，他产生了
绘制一张地图的想法。

于是，他在草稿上画出主路再画上
河流、入户路等，最后标注贫困户位
置。就这样一天接一天、一户接一户、
一张图接一张图的精心打磨，在历时半
年、300余人次的走访后，张基斌将全
村的情况绘制到这张脱贫攻坚精准作

战图上。

多种渠道
助力村里发展花椒产业

乡村振兴的基础是产业振兴。近
年来，随着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加，村内
闲置地越来越多。能不能把村民闲置
的土地流转出来，发展产业?

张基斌多次往返于村帮扶企业，并
到江津区石门镇现场学习考察，结合村
里现有基础，经村支“两委”反复商议，
最后大家决定种植花椒。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目前丁沟村已
经流转土地 700 多亩，栽种花椒 600
亩，带动受益133户人，其中贫困户17
户70人。3年后项目初步建成时，预计
年产30吨干花椒，可创农业产值收入
150万元。

为了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参与花椒

种植，张基斌还组织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大学生到村参与花椒种植项目，以花椒
项目参加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
业大赛，该项目获得重庆赛区银奖，为
产业发展接续更多资源。

为了管好育好花椒，产生更好效
益，张基斌还联系市农科院专家到村指
导花椒种植，协助成立了经济联合社，
制定了一系列种植管理规章制度。

践行初心
做“理实一体”的扶贫人

谈及半年来的扶贫工作，张基斌
说，“脱贫攻坚，需要集体的共同努力。
我们也坚持服务本位的思想，一心给村
里人办实事。”比如硬化7个村社的公
路9.3公里，方便村民出行；对村民反映
的2015年扶贫修建出现漏水、开裂问
题的5口山坪塘进行集中整治；组织开

展户户参与的村居院落整治暨“清洁
户”“文明院落”评选；丰富群众生活;积
极推进“厕所革命”，全村力争改造完成
100户三格式化粪池厕所，提高村民清
洁卫生意识。

这场脱贫攻坚战，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有很多事要做，张基斌说，自己将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给村民、给村庄带来更多的变化。

邓晶晶

绘制精准作战图 发展产业助脱贫

用红色、绿色等不同
图例，清楚直观地标记着
全村建卡贫困户、低保
户、特困户、河流、道路、
花椒基地等，前不久，一
张精心绘制的脱贫攻坚
作战图，挂在了潼南区双
江镇丁沟村便民服务中
心。

绘制这张图的是半
年前由重庆广播电视大
学(重庆工商职业学院)推
荐，市委组织部选派到丁
沟村的驻村第一书记兼
驻村工作队队长张基斌。

“这张图不仅是地
图，更是一张发展蓝图。”
张基斌说。

——重庆广播电视大学驻村第一书记的扶贫故事

11 月 21 日，重庆市体育馆，跆拳
道、排舞、跳绳、瑜伽、体育舞蹈等比赛
项目进行精彩展演。 记者 卢越 摄

▲夏伯渝

◀夏伯渝攀登珠峰(蓝衣红
裤者)。

（本组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国网重庆南川供电公司：“零点检修”迎战寒冬
11月21日零时30分，国网重庆

南川供电公司变电检修人员在110
千伏松林变电站开始了他们的“零
点检修”工作。

随着气温下降，电网也进入迎峰
度冬的关键时期。此次“零点检修”，
重点对110千伏松林变电站1号主变
油阀及3号散热片渗油进行处理，对
该站10千伏松东线等5个间隔设备
开展定检预试。在检修现场，检修人
员忙而有序，分组作业，争分夺秒消
除设备隐患，备战迎峰度冬。

一直以来，南川地区度冬负荷
高于度夏。预计今年度冬期间，南
川电网负荷将达18.5万千瓦。该公
司认真研判“迎峰度冬”供用电形
势，做好各种设备事故预想，制定了

专项应急预案。尤其是针对危机缺
陷的消缺，安排专人跟踪落实，确保
迎峰度冬期间设备的健康运行。加
强安全风险管控，强化各专业的协
同配合，落实防范措施和应急处置
措施，强化“三重”现场到岗到位和

“两票”管理制度的现场执行，严格
管控现场安全风险，确保人身、设备

“双安全”，助力电网顺利度冬。
据悉，今年12月，该公司将完

成 3座变电站的定检、9条输电线
路以及20条配网线路的检修消缺
工作。通过对设备的精心维护，南
川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为全区经
济社会发展和生产生活提供了有力
支撑。

于佳佳 封熠

夏伯渝专场
分享会报名通道

扫一扫
就看到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11月21
日，“世界之眼 发现重庆”艺术写生与
驻地创作展在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开
幕。

本次展览展出的是比利时安特卫
普皇家艺术学院、意大利罗马美术学
院、乌克兰利沃夫美术学院、俄罗斯列
宾美术学院等10余所国际知名艺术院
校与四川美术学院师生，在重庆南川、
酉阳、大足、北碚等地进行写生及驻地
艺术创作的100余件作品。这些作品

不仅展示了中外艺术院校之间的教学
交流成果，也展现了各国艺术家对重庆
景观与文化的理解与建构。

现场还展出了这些国际知名艺术
院校在10月至11月与四川美术学院
进行国际工作坊教学交流的作品。比
如《金娜娜肖像作品集》，就是俄罗斯艺
术家依瑞娜选择了一名叫金娜娜的女
生，让中外16名学生，各自创作出写
实、抽象、装饰等不同风格的肖像作品，
再形成的一本作品集。

百余幅作品展示国际交流教学成果
“世界之眼 发现重庆”艺术写生与驻地创作展开幕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周尤）11月
21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化旅游委、
团市委、大足区人民政府主办的“大足
石刻杯”首届重庆市“青春文创”设计大
赛落幕，近3000件大足石刻相关文创
产品亮相比赛。

本次大赛自8月15日启动以来，
征集到2941件作品，参赛选手来自浙
江、广东、四川、重庆等13个省市，其中

还有9件作品来自马来西亚、巴基斯坦
等5个国家。经过专家评审团的层层
评选，有120个优质参赛项目进入决
赛，最终评选出33个项目获得奖励。

据悉，比赛结束后，大足区将主动
帮助获奖的优秀项目对接区内外商业
资源，进行技术转让或者合作开发。所
有愿意在大足投资落户的参赛项目，可
获相关政策扶持。

首届重庆市“青春文创”设计大赛落幕

近3000件大足石刻相关文创产品亮相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彭瑜 实习
生 胡莉雯）11月20日，重庆日报记
者在重庆举行的2019年度中国汽车物
流行业年会上获悉，上海万向区块链股
份有限公司、中都物流有限公司、重庆
长安民生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达
成战略合作，联合打造运链盟汽车供应

链共享服务平台。
该平台将创新平台化、共享化、联

盟化模式，通过以区块链为核心的技术
应用，在保护各方权益及数据主权前提
下，开展电子单证、供应链金融、共享运
力/货场、物流征信等平台化服务,致力
打造成为行业性的共享服务平台。

多家企业联合打造共享服务平台
推动区块链在汽车物流领域创新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