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捆扎攀登绳索、打包帐篷、调试测绘设备、清点电

池、把玻璃瓶内的液体倒入塑料瓶，尽可能让行李轻量

化……6月底的这天，四川峨边县迎来了一支科学探险

考察队，正在紧锣密鼓为接下来的罗索依达峡谷穿越

做准备。

“队长，抱歉！我媳妇从网上查到一些关于黑竹沟

的可怕信息，很是担心，不让我去，另外家里的孩子还

小。下次再有机会跟你一起出征吧。”此次科学探险考

察队队长、四川旅游学院教授、著名极限探险家刘勇的

手机上弹出一名队员退出的信息。

这突发情况让刘勇心里一沉。

他们面对的是神秘之地黑竹沟，地势雄险、景观壮

阔。传说里无论是人还是牲口，只要靠近沟内一个叫

石门关的地方，都有去无回。

黑竹沟位于北纬 30°，这条纬线，充满了太多的谜

题：传说中的大西洲沉没处、令人费解的埃及金字塔及

狮身人面像、成为神秘失踪事件代名词的百慕大……同

样位于北纬30°的黑竹沟被誉为“中国百慕大”，其核心

区罗索伊达峡谷，有一条长达60公里的地磁异常带。

黑竹沟内发生的诡异事件，是否也与这条神秘纬

线有关？屡屡吃人的石门关，究竟有怎样的魔力？走

进去的人几乎无人生还，与地磁异常是否有关？

这片原始景象上空“盘旋”着神秘莫测、令人生畏

的传说，让前往黑竹沟探险的人一直心存忐忑。然而，

黑竹沟需要发展，首先就要揭开地磁核心带之谜。政

府、景区、探险界、科学界都迫切想探明罗索依达核心

区的奥秘。

此次探险队的阵容强大，整个顾问专家团有 28人，

包括极限探险家、地质专家、动植物专家、极限摄影师、

测绘专家、定向越野冠军、职业登山运动员等。实地入

沟核心探险团队，由刘勇担任队长，其他几位队员也是

国内探险界身经百战的人物，还有 5位当地经验丰富的

彝族猎户做向导协作。

面对有人临时退出的情况，为了不给整个探险科考

队造成压力，刘勇马上把这名队员原本负责的安全、户

外测量及拍摄的任务重新调整分配，自己承担起拍摄工

作。穿越行程预计四五天，但整个团队准备了一周的物

资和各种装备，每个队员的背包重达30—40公斤。

6 月 21 日至 24 日，科学考察探险队徒步穿越罗索

依达峡谷，首探黑竹沟地磁异常带的核心线路，打破了

神秘“死亡之谷”的魔咒。

在未知行程中解开“动植
物之谜”

“大概在上世纪 90年代初，我就关注黑竹沟。罗索

依达这条路线此前无人穿越，颇为神秘。”8月中旬，刘勇

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说，前期地方政府和景区管理方

数次接触其团队，希望他们去探险科考、破解谜团，“我

比较慎重，团队在科考探险前期做了大量技术准备，以

科学态度精心的准备，不敢丝毫怠慢和掉以轻心。”

今年 3月，黑竹沟探险立项，邀来地质测绘、生命科

学、户外影像、山地灾害、极限探险等各领域的专家组

成顾问团，前后四次前往黑竹沟景区深入调研，查阅大

量历史、人文、水文和气象资料，组织多次讨论和座谈。

在与曾参与过探险的老专家、当地猎人和采药者

数次深入交谈后，专家团搜集了大量一手资料。经过

严格缜密的综合评估，专家团确定在 6月 20日左右，将

有约 5天好天气的窗口，于是紧急启程进入黑竹沟最为

神秘的地磁异常带进行探险。

6 月 21 日是探险队入沟的第一天。一踏入悠长深

邃的山林，探险队员耳畔是满山雀跃的鸟叫声，沿途古

木参天、山谷奇特、浓雾弥漫.……夏天的黑竹沟被原

始森林覆盖，景色壮丽震撼，相机随手一拍即为大片。

走着走着，逐渐地势起伏平缓，一大片空旷的高山

草甸尽收眼底，这里大到足以举行万人盛会。

资料显示，黑竹沟犹如动植物的绿色天然基因

库。这里地形独特，受人类干扰极少，许多古老植物得

以保存下来，也给这里的植物繁衍提供了良好的自然

条件。据说，这块土地上有很多野生动物，其中不乏世

界稀有动物。有一种黑白相间，花纹成条状的大熊猫

和另一种黑白相间呈圆状花纹的花熊猫更是稀有中之

稀有。

为了解开这里的动植物之谜，科考队在领略高低

落差达 3000米的山峰、纵横交错的沟壑的同时，对一路

所见到的垂直分布的植被，阶层分明的动植物世界尽

可能地一一拍摄记录。

“这是什么？”刘勇发现一种绿色植物，枝叶叉开，

根茎颀长，好奇地问身旁的向导。

“这是重楼，一种可入药的药材。”一位常采药的老

乡告诉他。

刘勇马上对重楼进行拍摄，采下标本做详细记

录。路途中，花类物种众多，如佛甲草杜鹃花、类野升

麻、唐松草、蔷薇、马先蒿、一把伞南星、杓兰、碎米荠

等，很多具有较好的观赏性，当然还有许多可食用的药

材，比如野生灵芝。

队员们还见到了有“植物界大熊猫”之称的珙桐，

以及不寻常的高大珍稀树种乔木杜鹃。

当森林深处的木栈道路段结束，队员们到达既定

的露营地荣宏德草甸，仪器显示海拔 3280 米，行程约 4

公里，徒步时长约 3 小时，爬高量 371 米。看似平整的

荣宏德草甸远非想象中平静，而且间或会有野生动物

出没。队员们兴奋的是，沿途他们还发现了新鲜的野

生大熊猫粪便。

第一天也不是没有麻烦，在野外探险，队员们将随

身的水喝完，习惯就地寻找水源，但当天雨过之后，草

原里形成的积水大坑满是污水，于是，很多队员临到第

二天早上出发都没怎么饮水。

关于黑竹沟的神秘传说让接下来的行程充满未

知……

在陡峭悬崖战胜恐惧脱
离困境

“1950年，西昌战役国民党胡宗南一支残余部队 30

余人穿越黑竹沟，只有一个人生还，据说是你父亲救

的？”行进之中，科考队员将听到的一些当地传说，找同

行向导唠嗑求证。

“是的。小时候听父亲说，他当年救出的是一位参

谋长，身上背着粮食。”科考队的一位当地向导说。

关于黑竹沟，当地流传着“猎户入内无踪影，壮士

一去不复返”的说法。

“那些传说是真的吗？”队员们进一步询问。自

1951 年至今，川南林业局、四川省林业厅勘探队，解放

军测绘队、户外探险队和彝族同胞多次在黑竹沟遇险，

多人死伤和失踪。

听过那么多扑朔迷离的传说，多年从事极限探险、

曾去过南北极，喜马拉雅山脉等地区的刘勇表示：“作

为队长，我要表现出十足的信心，如果在队员面前显示

出一丝恐惧，会影响到他们的信心，所以这么多年来只

要是我带队，就让他们在心理上感到平稳。”

就在穿越峡谷的第二天，临近宿营时，一丝恐惧涌

上刘勇心头。

当日下午，科考队走到一个叫作绝壁沟的地方，发

现没路了。但见一道瀑布倾泻而下，是一路遇到的最

高最大的瀑布。其两侧有被冲刷出来的绝壁，非常陡

峭湿滑，几乎无法爬下去，而左右两侧的高大山崖，也

很难翻过去。

可以想见，大抵前人可知的探险也许就止步于

此。据一位黑竹沟景区相关负责人介绍，黑竹沟植被

茂密，地形险要，已开发面积不到十分之一，未开发的

地方，尤其是石门关一带，有很多暗河或者悬崖。

找路！刘勇带着一个队员爬到瀑布上面一点探

路，水流在耳边轰隆隆鸣响。人若顺瀑布向下走，能否

承受水势落差产生的压力，以及水流的湍急？望着湿

滑的瀑布侧沟，刘勇倒是有了一些主意。

但向导对从绝壁下降没有信心，便扔下行李，翻山

去寻找新路。他们下午 5点出发，直到晚上 8点多才全

身湿透地回到驻扎营地。向导领队、老猎人曲目达尔

说：“这一路湿滑，我们过河穿林，走了很多地方，都没

有可行之路。”

“我认为顺着这里下降到谷底，有一定可行性。”经

过考虑，刘勇把这个最终决定告诉全队。不过随行的

当地人不会绳索下降技术。于是，他开始做当地向导

的工作，并规划安排全队如何下降，谁下降、谁空身、谁

吊包等。

“当时，随行的老百姓听了我的初步决定之后，马

上劝我们走另外一条路，即绕路两天翻山走 611 林场。

然而，如果没有走罗索依达之路，相当于这次探险失

败。我当时没有明确表态，而是说先宿营，明天再看看

地形做决定。”刘勇说。

那晚，刘勇辗转反侧，如果出任何状况，后果将不

堪设想。特别是向导没有掌握用绳索下降的技能，再

加上队员身上还背着很多东西，如摄像机、无人机、食

物……

户外专家、擅长绳索攀岩的队员龚剑说，使用绳索

攀岩可是需要“技术+经验”的活儿，要在陡峭悬壁上找

到锚点，把绳索挂在上面，保证在湿滑的地方可以安全

下降，最后一名队员还需要回收绳索，核心的 5 名队员

都是在这方面有多年研究和实战的。

最终，运用熟练的户外技能，队员们从垂直高差达

120米的湿滑悬崖上，使用绳索技术缓缓下滑。核心队

员在绳索的前后把控，把向导放在队伍中间。相互协

作，不停地下降、横切、再下降，一行人花了将近 3 个小

时，抵达瀑布谷底。当队员向上回望瀑布，难以相信就

这样从绝壁上下来了。

然而，进入谷底后，穿行在深而窄的峡谷中，两侧

仍是陡峭绝壁，完全没有任何道路，一个紧接一个的大

小瀑布，所有人不停地涉水过河、上下攀爬、翻越密林

大山。

实地取证解开“地磁异常
之谜”

十几年前，一个著名的科普节目在黑竹沟拍摄系

列节目。摄制组精心挑选 4 只品种优良的信鸽到沟口

景区放飞，而这 4 只从未迷过路的信鸽，却再也没有飞

回来。

有一年，川南林业局工作人员到沟内勘测，下午 6

点多，突遇林间弥漫大雾，工作人员只能靠着指南针前

行。然而，走来走去，却发现一直在一个地方打转，因

为随身携带的七八个指南针，同时失灵了。

在 2014 年之前，成都理工大学教授李才明来到黑

竹沟沟口，在这里，子午测定仪上的数值显示为 49300

纳特，属于理论上的正常范围。

继续往里走，依旧未见异常。然而，当进入石门关

后，怪事发生了。

在 GPS的指引下，往南走了两公里会发现，子午测

量仪上的数值显示为 49500 纳特。在北半球，越往南

走，离赤道越近，磁场应该越弱，怎么这里却反过来了

呢？黑竹沟存在地磁异常。

难道，除了地球磁场外，还存在着其他磁场？

“当我们走进黑竹沟地磁偏转的核心区域，机械式

指北针偏转度很大，随着海拔高度降低，走出峡谷时，

地磁偏转就消失了。而此行的重点就是对黑竹沟地磁

空间分布和变化规律进行探测，试图揭开其神秘面

纱。”刘勇对记者说。

当时，队员们在核心区的不同点位，先后多次利用

电子指北针和机械指北针测量数据，对罗索依达沟内

的地磁带进行比较测试，在测试点 2714米处，测到地磁

带偏转达 30°之多——这也是迄今第一次人类在此实

地测得的数据。

曾有专家通过经验判断加上采样鉴定，当地岩石

确定为含铁量高的玄武岩。石门关存在着大量玄武

岩，它们各自释放磁性形成了磁场，并对原本的地球磁

场产生了干扰。这样一来，指南针就失灵了。

不同的玄武岩，含铁量不同，磁场强度不同，为了

更精准地做出判断，科考队员们特意在山上、路边、河

谷等地采了七八块石头样本，带回实验室进一步检测。

探险队在此地也着实遭遇了很多不同寻常的现

象：对讲机出发之前测试明明没问题，但是进入黑竹沟

里就没有信号；GPS、北斗测量仪在外面连续使用几

天都没事，但是在沟里两三个小时电就耗尽，其间还出

现信号断点。

因此，探险队多次遭遇迷路。依据以往的经验可

从植物倒伏判断方向，但是因为里面植物太茂密，根本

无法判断，并且，行进时看不到前面队员就大声呼喊问

询。然而，当间隔超过二三十米，再喊，彼此便听不到

了，也没有回音。于是，刘勇决定每两个队员之间保持

在 20米内。

第三天傍晚，保障安全的户外专家王圣滔，忽然看

不到在队尾的强介了。由于强介一路负责拍摄素材，

前面挂着相机、摄像机，背着无人机，走走停停，常常会

因拍摄“拖”整个队伍的后腿。王圣滔体能好，背了很

多东西，既要在前面探路，还要经常来回跑到后面接应

队尾的队员。好不容易把强介等来时，一时抛出句气

话，“天都快黑了，还在拍，以后再也不跟你一起出来

了！”而到晚上宿营时，两个人又相谈甚欢。

队里的女队员谭静，曾是全国定向越野冠军，下河

蹚水，上山攀爬，不输于男队员。这次她担任重要的测

绘记录、情报收集工作，功不可没。

“科考队员们在行进中工作不是件容易事，有时很

惊险。一次，我们在一悬崖上准备飞无人机进行拍摄，

当时一边小心翼翼、稳稳地操作无人机，怕不能回收机

器，丢失里面的宝贵资料，一边用余光扫察周边悬崖峭

壁的地形，保证生命安全。”刘勇介绍说。

第三天，队员拨开茂密的箭竹丛林，在浓雾、大水

中摸索跋涉，从海拔 3280 米的荣宏德草甸翻山越岭向

南进入无人区。队员这样记录：行程仅 3.8 公里，徒步

时长约 9.5小时，累计下降量 1002米。

成功穿越取决于科学的
态度和准备

雾气笼罩的密林里，蚊虫如影随形，队员不堪其

扰。一路队员不敢摘帽子，凡是露在外面的部位都有

被叮咬的红肿脓包，途经溪流蹚水和穿越密林时，还有

蚂蟥逮到机会就钻进队员的衣裤、旅游鞋中叮咬，弄得

队员大腿、脚上血印斑斑。

一路上，探险队不仅要克服艰险的路途攀岩前进，

还时刻不忘利用携带的电子仪器和北斗测量仪，沿途

详细记录整条线路的海拔、风险点、露营点、水源地等

的经纬度、地磁偏转等资料，随队极限摄影师还拍摄了

大量探险、地理风貌（如悬崖、瀑布、草甸等）和动植物

等珍贵的一手影像资料。

临近第三晚，眼看着要下场大雨，筋疲力尽的队员

们只能寻找河谷中地势稍高的地方露营，结束一天行

程照例进行总结记录。

半夜而至的滂沱大雨使得河水水位不断攀升，听

着密集的雨点敲打帐篷，队员判断着雨的大小。后半

夜雨点加大，刘勇开始担心，一是大雨引发山洪暴发很

危险，半夜帐篷有可能会被洪水冲走，还有，雨若一直

不停，第二天可能无路可走。看到水面一点点上涨，大

伙儿提心吊胆担心暴发山洪，几乎一夜没合眼。

天蒙蒙亮了，度过有惊无险的煎熬一夜后，队员们

顶着大雨继续在湿滑的岩壁上攀上爬下继续前行。

在不断跋涉中，队员从山上远眺，依稀看到了云雾

中的山庄。那时，探险队意识到，他们凭借勇气、胆识

和魄力，一路克服艰险战胜困境，探险科考成功完成。

此次徒步核心区域穿越共 4 天，线路总长度 53 公

里（进山线路 24 公里，核心区穿越线路 29 公里），成功

完成了史上首次穿越黑竹沟罗索依达峡谷，基本探明

情况，动物、植物、地形、云雾天气、危险路段、地磁偏转

等资料都被记录下来，带出大量珍贵的一手科考资料，

探明黑竹沟最后一处未被前人探明的处女地。

7 月底，经过一个月的整理，探险队形成一份初步

报告，所采集的资料已提交给当地政府部门用于景区

发展规划，后续还将邀请更多专业人士参与解开黑竹

沟的“谜题”。

“黑竹沟并不是‘死亡之谷’。”回顾整个探险过程，

刘勇做出结论，“我们 10个人完好无缺地走了出来。”他

表示，如果有科学的准备，完全可以成功穿越。“人畜进

入黑竹沟屡屡发生失踪和死亡事件，原因其实并没那

么玄乎，可能是进入者缺乏充足准备和丰富经验贸然

行动，面对险情处置不当发生意外，比如失足跌下深渊

或峡谷暗河……”刘勇认为，深山深谷里森林植被茂

密，温差气候变化多端，出现迷雾、瘴气等奇异现象也

极为正常。黑竹沟拥有高山草甸、山谷、密林、溪水、瀑

布，以及超过 3000 种动植物资源。这些形态各异的自

然资源组合在一起，形成了山地探险资源的聚集地。

不同人可在此地实现不同的探险目标。此次科考探险

对线路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评级，并给出评价和建议。

多位专家表示，本次黑竹沟核心地带科考探险首

次成功穿越，这不仅仅是一次户外探险线路穿越，它还

揭开了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黑竹沟“神秘失踪之谜”

“动植物之谜”“地磁异常之谜”等谜题，这既是国内户

外探险的重大成果，也是一次成功的科学考察探索，在

全国乃至全球探险界都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记者从峨边县相关部门了解到，当地正与四川旅

游投资集团合作在黑竹沟打造国内首个以探险迷踪为

主题的山地旅游景区。“峨边县准备运用刘勇团队的探

险成果，打造一条专业级的、针对高端探险游客的探险

旅游线路；同时，利用先进的数字技术，将黑竹沟核心

景区虚拟化、场景化，打造‘VR 黑竹沟’，让难以亲临现

场的游客在家就能体验到极限美景。”峨边县常务副县

长李威巍表示。

“罗索依达峡谷的生物多样性、景观多样性都极为

丰富。如果能解开黑竹沟的‘谜题’、打消游客的顾虑，

相信今后这里会成为探险旅游的热门景点。”刘勇告诉

记者，他和团队计划在 9月雨季结束后重返黑竹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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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科学考察探险队，在生死间首次成功徒步穿越

四川省黑竹沟核心地带，揭开长期以来悬在黑竹沟的

“神秘失踪之谜”“地磁异常之谜”“动植物之谜”等谜

题。这既是国内户外探险的重大成果，又是一次成功的

科学考察探索，在全国乃至世界探险界都具有历史意义

和现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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