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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快3”6000万元派奖“双11”来袭
深情奏响冬季恋歌

11月11日，俗称“光棍节”的“双11”来临之际，除了一年一度的购物狂欢，福利
彩票也为广大彩民朋友持续带来火热好礼，深情奏响冬季恋歌———除却“双色
球”游戏10亿元派奖活动以及“福彩大家乐”全区营销宣传公益活动的陪伴，更将
有“快3”游戏6000万元隔日派奖活动的震撼降临，不再让“快3”游戏的忠实粉丝孤
单！

为进一步回馈我区广大彩民对福利彩票“快3”游戏的支持与厚爱，内蒙古福
彩中心从11月11日开始，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快3”游戏6000万元隔日派奖活动,返
奖率最高可达74%！本次活动6000万元派奖奖金将一直陪伴彩民朋友至派完为
止，彩民朋友将尽享活动送出的缤纷好礼，保证彩民们得到充足的实惠！

华彩乐章已然上演，精彩不容错过，彩民朋友一边为社会福利事业和公益事
业奉献爱心，一边通过同样的投入，收获更多的回报！亲爱的彩民朋友们，快走进
身边的福彩销售站投注“快3”游戏，徜徉其中收获惊喜好礼吧！

6000万元派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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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数不多已走入大
众视野的登山者中，罗静的
形象或许稍显另类。但对于
罗静而言，除了成败，八年
8000米级雪山攀登之路，更
像是一个寻找自我的成长
故事。

挑战自己获得成长

2018年登山季落幕，罗
静来到初冬的北京与13岁
的儿子诺诺相聚。偶尔，儿
子会若无其事地问起，她还
要不要再去攀登那座一年
之内两次都未能登顶的雪
山。

那座山峰是海拔8027
米的希夏邦马峰，也是42岁
的罗静此前攀登生涯中最
后一座未能登顶的8000米
级山峰。2018年，她两次发
起冲击，春季因天气原因下
撤；秋季，在组织攀登的商
业公司已宣布全队登顶成
功的情况下，作为客户团队
一员的罗静却在“参考以往
攀登路线和其他证据”后做

出了相反的判断，并以个人
名义宣布：未能登顶。

在内部构成日趋多元
的登山圈，不依靠向导的自
主攀登者和处在商业公司
统一保障下的登山客户，形
成了登山者群体内对比最
为鲜明的两极。罗静显然属
于后者，但她很多时候并不
是一个容易被满足的客户。

“她每天都有自己的天
气预报，也拿来和我们讨
论，我们也不知道她从哪里
拿到的这些。”一位参与今
年春季希夏邦马峰攀登的
商业向导说。

希望尝试无氧攀登、向
更高海拔进行徒步拉练……
罗静常常试图参与攀登决
策，提出具有挑战性的目
标，这在国内的商业团队中
被看作是有些打乱团队秩
序的做法。一些跟随商业公
司登山多年的老客户，可能
十几年下来都未曾自己分
析过天气预报和攀登路线，
而这会在向导间留下“心态
平稳，不急功近利”的口碑。

罗静有时则令向导团
队感到头疼：“我们也搞不
懂，她到底想要干什么呢？”

在罗静心中，登山运动
的核心精神在于寻求自我、
探索未知，这便要求登山者
必须主动发展面对山峰时
的自主意识。为此，她曾在
国外登山时主动组织营地
会议，在去年组织了自己的
珠峰———洛子峰连登团队，
也曾在外国向导质疑中国
客户自主能力时感到不甘。

她希望实现自己登山
的初心———“挑战自己，并
获得一种成长”。

辞职全力投入登山

罗静早年间便有户外
徒步、露营的爱好。2006年，
她遭遇婚姻变故，背上沉重
负债，成了一名单亲母亲。

“差不多算是毁灭性的
打击了……人一辈子是坎
坎坷坷，像遇到这种变故的
人也没几个。”罗静的母亲
回忆道，那时跟着罗静，在

北京搬家都搬怕了。
而罗静与雪山的结缘

也始于这场变故之后。2010
年，她辞职全力投入登山，次
年登顶了个人第一座8000米
级山峰———海拔8163米的
马纳斯鲁峰。此后，从登山
经费东拼西凑、买不起一条
像样的冲锋裤，到渐渐有赞
助商青睐，她在七年间登顶
13座8000米级高峰，在圈内
收获了“罗十三娘”的美名。

而在罗静攀登马纳斯
鲁峰之前，那时5岁的诺诺
第一次知道了妈妈的“新工
作”是什么。他哭了。

“（我）肯定哭，（她）出
去近一个月，不去想就不会
哭，但只要刻意去想就会
哭。”有时，诺诺会哭着送罗
静到电梯口，有时哭着送到
机场，有时到了机场却哭着
不愿下车。一次他想到了藏
护照，结果却藏成了自己
的，妈妈还是走了。

罗静不在的时候，姥姥
陪在诺诺身边。2015年尼泊
尔8.1级强震，罗静在安纳
布尔纳峰失联一下午；在另
一次攀登中，她20多天音信
全无。每当这种时候，家中
一老一小便只有等待。

对于女儿在家庭经济
条件还极为紧张的时候突
然横下心来登山，罗静的母
亲总在不解和试图理解之
间摇摆。“银行卡数字一变
她就紧张。”罗静回忆道，

“她总催我回去上班，说好
歹一个月挣3000呢！”

母女间的沟通不太顺
畅。

“我和我妈的关系从小
就是那种看着表面上很暴
躁，但是实际上感情是背地
里头很细腻的。”

罗静口中的“梦想”，母
亲似懂非懂。有一次，她向
诺诺解释罗静登山就是为
了赚钱，还让罗静生了好一
阵子气。

你有去梦想的权利

很多年，罗静的登山背

包上总是挂着儿子的毛绒
小驴。虽然曾在布洛阿特峰
遭遇雪崩后继续冲顶，在南
迦帕尔巴特峰无氧攀登13
个小时，在希夏邦马峰与向
导对雪崩危险的判断发生
分歧，但她说自己“绝不会
干盲目的事”。

“我能有那么狠心？”罗
静说，身后的牵挂让她必须
懂得危险，从而降低危险，
但“不应该为了孩子牺牲梦
想的权利”。

手中的绳索和头顶的
山峰，是把她从生活的泥沼
中拽出来的希望，是她用来
对抗绝望的武器。

在孤寒绝地的步步攀
爬，让罗静收获了新的价值
观和作为女性、作为母亲的
自信。

在攀登世界第七高峰
道拉吉里峰时，罗静第一次
遭遇了雪山上的“尸体路
标”，那尸体的皮肤已变得
透明，静静卧在攀登路途中
面对永恒的寂静。这生死世
界在山峰之上的一线之隔，
让罗静在惊恐之后，对山
峰，对自然，对前辈攀登者，
还有对自己的内心，都生出
了从未有过的敬畏。

这些山峰教给她的事，
罗静希望诺诺也能分享。她
带着诺诺去户外旅行，刻意
安排原生态的住宿体验。母
子一起去登五千多米的那
玛峰时，诺诺高反得直吐，
还是被罗静他们连哄带骗
攻克了五千米大关。

诺诺还没有表现出对
登山运动的多大热情。罗静
的分享会，他去过几次就把
内容记得八九不离十，继而
觉得意兴阑珊。

不登山的时候，罗静都
陪着儿子，既想补偿登山期
长时间缺席的亏欠感，也时
常提醒自己，孩子终将渐行
渐远。“母爱能不能适当收
回来，是更大的一种智慧，
这个你同样要经受煎熬。”

她并不指望儿子能完
全理解自己在登山上的执
着，但是盼望着能在诺诺

心中种下一颗种子：“我希
望与他分离前告诉他，你
有去梦想的权利，抱有积
极的生活态度，并保持好
奇心。”

现在，13岁的诺诺已经
不再会对着妈妈的背影掉
眼泪。他会在朋友圈第一时
间转发罗静登顶的消息，会
因为自己跟着妈妈在雪山
上登到了5000米的高度而
不自觉地向同学“炫耀”。他
同样渐渐知道，妈妈的山

“对她来说意义很大”，登山
让她“不会白活”。

接受生活给的所有

诺诺的愿望实现了。他
的生日是7月15日，那是暑
假，也正是登山季，过去六
年，罗静都在山里。

“今年我是成功聚齐了
我六七个同学，然后我的妈
妈，第一次聚齐了这么多
人。”照片里，母子俩笑得开
心。

这个暑假，除了登雪山
和高海拔徒步，罗静还带着
他去飞滑翔伞，带他去看最
爱的朴树的演唱会。之后，
诺诺继续前往泰国清迈一
家国际学校上学。这次，罗
静成了那个送行的人。

“我通过微信已经拉不
住他了。”罗静笑称，诺诺已
经开始规划起了自己的生
活。

但母亲话语间也透着
对罗静的认可：“我自己当
时还有个理想呢……结果
不行，没有她（罗静）那个毅
力……我们那时候没有现
在开放啊，自由度大啊。”

被问起未来的计划，罗
静首先想到的是为自己的
夏尔巴向导朋友们成立一
家户外公司，专注于低海拔
徒步项目。这样，她的朋友
们便不再需要一直以提供
高危的高海拔向导服务维
持生计。这是她一直以来的
愿望。

她的个人攀登计划里，
无氧攀登被排在了第一位。
这段时间，她在苦练滑翔
伞，明年想要飞越海拔6178
米的玉珠峰。挑战，已经成
为她生命中的必选项。

“当你亲眼见到生命的
脆弱，当你意识到时间那么
宝贵，你怎么还能停下来
呢？”

而是否要给完攀14座
8000米级山峰这项计划一
个确定的圆满结局，她似乎
已经没有那么在意。

罗静在登山中（罗静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