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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黄黄葵葵//文文 白白宇宇//摄摄影影

选择：因爱山高考填报地质专业

小的时候， 王勇峰非常贪玩。 可是他 “贪” 的却
不是别的孩子都喜欢的游戏 ， 一有空他就会往山上
跑， 跑到最高处安静地看山。 在山上， 他可以散步，
可以捉鸟， 可以和小动物玩， 更可以眺望远处的更高
的山———然后盘算着在下一次登上它。

贪玩的王勇峰对学习并不在意， 甚至经常逃学去
爬山， 他的父亲故意对王勇峰说： “你老是觉得自己
很行， 从今天开始， 你每天都要坚持长跑， 天天用冷
水洗脸， 你能行吗？ 不是会爬山的就是男子汉。” 受
不了激将法的王勇峰跳起来： “我能行！” 老家内蒙
古集宁的冬天非常寒冷， 零下30℃是常事， 但王勇峰
真的坚持下来了。 每天清晨， 他只戴一副耳套就能跑
五千米。

在大山的感召下， 王勇峰填写高考志愿时报了武
汉地质学院， 虽然家里人没有反对， 但是朋友劝他，
学地质太苦了， 整天风吹雨淋。 但是王勇峰很坚决：
“我没想过成为一名登山家， 但我真的想和大自然接
触。 在我看来， 这太美了。”

在大学里， 王勇峰认识了校友李致新 （现为中国
登山协会主席）。 在今后的数十年里， 他们成为亲密
的战友， 一同走过不平凡的登山之路， 并一起攀登了
世界七大洲的最高峰和南北极极点， 被誉为 “中国登
山界双子星”。

入行：入职受挫 曾做“高山牦牛”

1986年， 王勇峰和李致新面临毕业分配， 他们的
愿望是把自己的一生献给群山。 由于当时中国登山队
招收正式队员有困难， 他们就主动要求分配到武汉地
质学院在北京的研究生部， 这样能离国家队近一些。
1月6日， 王勇峰和李致新坐上了武汉到北京的列车，
王勇峰还特意穿上父亲送的呢子大衣。 他们憧憬着新
的生活， 跟随着中国登山队攀登一个又一个山峰。

两个年轻人没有想到，1月7日，他们站在北京站的
时候，已经成了“无业游民”。 由于一些阴错阳差的原
因，北京的研究生部说暂时不能接收他们了。 他俩傻眼
了。揣着自己的户口本在北京晃悠的滋味很难受。 为了
糊口，王勇峰甚至想过在北京卖大碗茶。 正在万分沮丧
的时候，日本登山爱好者“拉”了他们一把。 当时，日本
神户大学登山队打算独立攀登中国西藏海拔7538米的
库拉岗日峰，请中国登山协会联系高山协作人员。

王勇峰和李致新一听， 自告奋勇去当背夫， 这样
总算能与山亲近了， 总算是没有白白地晃在北京。

所谓高山协作人员， 常被人们戏称 “高山牦牛”，
就是像牦牛那样把物资背到高山营地上 。 整整一个
月， 他们每天把小山一样的背包背上营地， 然后看着
队员往山上走。 他们在山上是拿自己的性命做赌注，
而当时他们只是中国登山协会的临时工。 同年， 他们
被中国登山队正式招进门下。

征服：登珠峰经历28小时的失踪

“珠峰深情地注视着你， 所有的艰难和危险， 在

登山者眼中， 变得无所畏惧。” 王勇峰告诉记者， 在
他数十年的登山生涯中， 最惊心动魄的一次登山是参
加1993年海峡两岸联合攀登珠峰行动 ， 一只眼睛失
明、 身体倒挂在岩壁上、 氧气瓶跌落山下， 28小时和
总部失去联系……下山后他的三个脚趾被切除。

在回忆1993年攀登珠峰的时候， 王勇峰说了这样

的话： “5月5日凌晨， 我们6名冲顶队员从8680米7号
营地的睡袋里拔出脚。 化雪烧水， 吃完早餐后， 9点
我们6人出发了 。 这高度真是地地道道的生命禁区 ，

走出没20分钟 ， 我就感到憋气难受 。 这时 ‘第二台

阶’ 已离我们不远了。 但是， 向上攀了没几步， 我突

然觉得右眼一片模糊， 几乎什么也看不见， 我心头一

沉， 完了， 目测不准， 怎么向上攀登？ 一步迈错就会

出事， 我一咬牙做出决定， 绝不告诉任何人， 危险靠

自己去闯， 死也要死在顶峰上。”
12时40分， 四名藏族队员首先登顶； 13时20分王

勇峰登顶； 随后台湾队员吴锦雄登顶。 这时， 藏族队
员看到王勇峰氧气耗尽， 便把自己的氧气送给他 。
在极度疲劳和顶峰猛烈高空风的冲击下， 氧气瓶
还没放稳就骨碌碌滚落到山下去了 。 王勇峰懊悔至
极， 但没有办法， 这个高度意外太多了！

没有氧气支撑的王勇峰， 在右眼失明的情况下，
行动十分艰难， 眼见5个队友离自己越来越远。 终于
到了 “第二台阶”， 这里陡度足有80度。 他一再提醒
自己， 要沉着别慌。 但是， 下到金属梯一半时， 王勇
峰右脚突然踩空， 一个倒栽葱向山下扎去。 一瞬间，
脑子里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 “完了， 这下命要丢在
这里了。”

“第二台阶” 是横亘在珠峰北坡传统线路上8680
米至8700米之间的岩石峭壁， 其中一段是近乎直立的
4米左右的悬崖峭壁 ， 立在通往山顶的唯一通途上 。
1975年， 中国登山队的前辈在岩壁上架起了一座近6
米的金属梯。 这里是通往顶峰的最后一道门， 也是一
道鬼门关。

王勇峰记得当时对自己说： “我得活着回去， 必
须活着。” 可能是上天在帮助王勇峰， 让他的身体一
下翻了过来。 他唯一的希望寄托在前方的营地， 因为
那里有氧气， 幸好帐篷的门没有拴死， 否则， 王勇峰
冻伤的手是解不开栓门扣的。

在北京的中国登山协会当晚已从大本营电台得到
消息， 王勇峰失踪， 很可能已经遇难。 中国登山协会
的领导整夜未睡， 守候消息。 直到天蒙蒙亮时， 大本
营的工作人员都没离开过望远镜。 他们看着自己的表
针滑过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 ， 当表针指向10时30分
时， 海拔8680米的突击营地上， 一个晃动的小黑点出
现在望远镜里。 这个时候， 28小时已经过去了。 大本
营哭声一片， “王勇峰还活着！ 王勇峰还活着！”

回到北京， 王勇峰连被直接送到积水潭医院， 右
脚的三根脚趾头严重冻伤， 只有截下去了。 这个30岁
的登山家从此成了三级残疾。 他的妻子一直在一旁默
默地掉眼泪， 她说： “用什么荣誉换这三根脚趾头我
也不愿意。”

登山是一项户外探险活动， 存在着受伤和死亡的
危险； 然而， 山的神秘、 奇特、 多变又吸引着众多登
山者前往探索。 正如王勇峰所言： “登山就是这样，

不管死多少人 ， 都有继续上的 。 上的人总比死的人
多！” 应该说， 登山也是一种信仰吧， 有了这种信仰，
就会义无反顾， 就会一往无前！

辉煌：珠峰传递圣火

珠峰传递圣火， 也是王勇峰登山生涯中值得骄傲
的一件事。 2008年5月8日， 经过6个小时的艰苦跋涉，
北京奥运会 “祥云” 火炬于9时许抵达珠峰顶峰， 并
进行传递。 这是奥运历史上海拔最高的火炬传递。

藏族队员罗布占堆从火种灯中点燃了取火棒后，
用取火棒点燃了第一棒火炬手吉吉 (女) 手中的奥运
火炬 。 随后经过王勇峰 、 尼玛次仁 、 黄春贵的传
递后 ， 第五棒、 也是最后一棒火炬手次仁旺姆 （女）
于9时16分在珠峰顶峰8844.43米处展示了手中的 “祥
云” 火炬。

此时， 大本营里发出热烈的欢呼声。 所有的火炬
手和北京奥运火炬接力珠峰传递登山队的队员们在珠
峰顶峰簇拥在奥运圣火周围， 并展示五星红旗、 五环
旗和北京奥运会会徽旗。

参加本次活动的中国登山队队长王勇峰， 已经45
岁， 这在中国登山界不算是年轻的年龄。 这次登珠峰
的登山队员36人大名单中， 王勇峰仅仅比队伍中最年
长的加拉年轻一岁。

心声：山就在那里 一切皆有可能

登山户外运动中存在着较高的风险。 面对这项每
年近千万人参与的运动， 安全问题正以前所未有的严
峻态势摆在我们面前。

王勇峰现任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副主
任、 中国登山协会副主席、 全国政协委员。 作为登山
家和管理者， 王勇峰对此有最切身的感受： 欧美等户
外登山运动发达国家， 都有发达的立体化登山户外救
援体系， 很短时间内就能完成从预警信号的发布到救
援的实施。

而在中国， 由于山难救援机制和救援体系尚未建
立起来， 一旦发生山难事故和危险， 如何报警、 如何
救援都存在很大的困难。 即便救援人员获知消息， 由
于受软硬件条件所限 ， 没有成熟的救援方案可以操
作， 很难迅速实施救援； 加之近年来登山户外爱好者
人数迅速增加， 热情有余而科学不足， 在安全意识、
知识和技能方面稍显薄弱， 户外活动存在很大的盲目

性。 中国山地旅游业的发展也因此陷入瓶颈。
为此， 王勇峰就和多家保险公司沟通， 强调救援

保险的重要性和可操作性 ， 并用一系列数字阐述
和论证自己的观点。 王勇峰说， 到2020年， 我国的泛
户外人口将达2.6亿， 按每人户外装备1500元算， 所拉
动产业将创造出4000亿元左右产值。 如果将这些泛户
外人口纳入户外保险计划， 保险公司的商业愿景是十
分可观的。

有关保费的问题， 王勇峰也和保险公司进行了深
入探讨， 力陈自己的观点： 目前登山户外活动的经费
还不是很宽裕。 如果一项活动的保险费占去太多的费
用， 那么会阻碍这项活动的开展。 为此， 中国登山协
会也和相关部门一起努力， 登山户外险的条款正在积
极制定中。

我国是登山大国， 如何向登山强国迈进？ 今年53
岁的王勇峰正在围绕这一主题开展工作。 他计划搭建
起登山救援体系， 开展户外登山安全计划的培训， 推
动户外山地运动在全国的发展。 王勇峰说： “我是怀
着一颗感恩的心在工作， 干劲不减， 和年轻时一样！”

现在， 由中国登山协会主办的中国山地马拉松系
列赛， 每年有8到10站。 王勇峰会像年轻人一样， 挥
动臂膀、 迈开双腿来一场与山地的约会！ 而平时， 每
周他会打一场篮球， 跑一个10公里， 或者山地徒步一
次。 记者问他： 是否还有不断攀高峰的意愿？ 他笑着
说： “山就在那里， 一切皆有可能！”

三次登上珠峰 曾与死神擦肩

从1993年第一次站在世界之巅， 到完成攀登七大洲最高峰的壮举， 再到后来的2008年珠峰传递
圣火，王勇峰被称为“中国登山第一人”。 王勇峰是中国登山队队长、 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
心副主任、中国登山协会副主席。 在中国乃至世界登山界， 王勇峰这个名字都是一块响当当的招牌。

前不久， 王勇峰在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会议室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讲述他与山
的故事。

记者： 对您来说， 整个攀登珠峰过程， 最难的是
什么？

王： 在我20多年与珠峰打交道的过程中， 最难的
是坚持 。 无论是20岁出头的小伙子还是步入不惑之
年， 都能站在珠峰顶峰， 但须有恒久的坚持与忍耐才
能做到。

记者： 珠峰与其它山峰相比， 特别之处有哪些？
王： 每一座山峰都有独特的魅力和攀登特点。 作

为世界第一高峰， 珠峰的极高海拔、 漫长的攀登周期
加上大风、 极寒以及充满挑战的攀登地形， 如北侧的
北坳冰壁和 “第二台阶”、 南侧的孔布冰川和 “希拉
里台阶”， 都是其与众不同之处。

记者： 攀登珠峰过程中， 您最畏惧的是什么？
王： 畏惧死亡。 在攀登过程中， 生死只是分秒之

间的事。 在我1993年第一次登顶珠峰那次攀登中， 因
为高山反应严重缺氧而右眼暂时失明， 登顶后倒挂在
海拔8800米的 “第二台阶” 金属梯上， 可以说是命悬
一线。 不过也正因为经历过生死， 从山上回来的人才
会更加珍惜生命， 感恩生活。

记者： 要想成功登顶珠峰， 需要具备怎样的登山
品质？

王： 不畏艰险把生命置之度外， 坚韧不拔、 顽强
拼搏、 无私奉献、 团结协作， 这些是攀登任何一座雪
山都需要具备的品质。 成功登顶珠峰， 需要更多的坚
持与忍耐， 需要更强大的内心支持。

记者： 对广大的登山运动爱好者， 您想对他们说
些什么？

王： 登山是科学性很强的一项运动， 在登山过程
中， 不能允许自己在任何细节上犯错误， 那是会危及
生命的， 哪怕是错带一双袜子； 要毫不犹豫地伸出手
去帮助别人， 哪怕这会断送自己的成功甚至生命； 登
山过程中， 不要做那些超越自己能力的事。 对于普通
人来说， 攀登山峰， 享受过程比登顶更重要。

记者： 现代人登珠峰目的很多元化， 在您看来，
登山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王： 登山是人与自然对话的一种方式。 这么多年
来， 一直有人在问： 登山究竟为什么？ 登山家马洛里
说得好： 因为山就在那里！

王王勇勇峰峰和和队队友友在在乞乞力力马马扎扎罗罗
公公园园门门口口

王王勇勇峰峰和和李李致致新新攀攀登登北北美美第第
一一高高峰峰麦麦金金利利山山

22000022年年，，王王勇勇峰峰和和队队友友在在雨雨中中
攀攀登登乞乞力力马马扎扎罗罗山山

22000055年年王王勇勇峰峰带带领领搜搜狗狗美美女女登登山山队队登登山山

““中中国国登登山山第第一一人人””王王勇勇峰峰

【 对话王勇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