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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将至，粽叶飘香。5月25日，成都著
名的“粽子一条街”马鞍东路上，每个商铺门
口都摆满了各种口味的粽子，人来人往，颇
为热闹。与往年不同的是，“婆婆粽子”们的
后代玩起了各种销售新花样，淘宝开店、微
信下单各种平台应有尽有，而一位90后的小
老板则通过尝鲜“直播”的方式来售卖，将粽
子卖给了全国各地。

昨日下午，记者来到马鞍东路粽子一条
街，看到市民纷纷前来购买粽子，小街上摩
肩接踵，热闹非凡。

马婆婆是马鞍东路粽子街的“创始人”之
一，据马婆婆介绍，这条粽子节已有20多年的
历史，从起初的几家，发展到现在的80多家，
现在的马鞍东路已经成为了粽子名街。

费了一番工夫，记者找到了这几天在网
上直播卖粽子的“红人”。26岁的陈荣富是

“赵婆婆粽子店”的小老板，标准的90后，“端
午节前这段时间比较忙，我和表哥都回来帮
家里卖粽子。”陈荣富说，他平时就爱在平台
上看直播。5月19日那天，他突然冒出一个想
法：为什么不在直播平台上直播粽子的制作
过程，来推销自己家的粽子呢？“也没想那么
多，当天就直接在平台上开始直播了。”

陈荣富告诉记者，到目前为止他一共做
了4次直播，每次1小时左右，直播的内容主
要是展示粽子现场的制作过程：从配料的选
择到包粽子、加工粽子的全过程。

“网友对现场手工制作比较感兴趣。但
前两次直播效果不怎么好，关注的人只有几
十个，后来，关注的人越来越多。21日，我的粉
丝一下增长了200多人，很多人通过直播平台
加我微信买粽子，其中一位合肥的游戏主播
就找我一次买了十几盒。”

通过4次直播，陈荣富共卖出1000多个
粽子。家住成都建设路网名叫“手机YY新
人”的一位先生，是陈荣富直播以来的最大
客户——通过该平台添加了好友后，向陈荣
富购买了550个粽子。

“目前来看直播这条路是走对了，今天
晚上我还要来一场。”结束采访时，陈荣富笑
着说。

粽子街另一头，“杜太婆鸡汤粽子店”的
老板正忙着打包大大小小分量不同的粽子。
杜老板告诉记者，打包的粽子都是发往外地
的，一天要发1000盒左右，大部分是自己多
年经营积累的客户，另一部分则是女儿去年
新开淘宝店上的客户。

德邦物流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几天仅
德邦一家物流公司一天就要从粽子一条街
上收取2000多件粽子礼盒。记者还了解到，
商家为了保证粽子的新鲜度，还将煮熟的粽
子通过网约车直接送到成都市民的家门口。

粽子一条街上，赚得盆满钵满的不只是
商家，各个商家雇用的包粽子工人同样在这
段时间获得了不菲的收入。

据记者了解，包粽子的师傅基本都是商
家从成都周边县请来的。“在不加班的情况
下，熟练的包粽子工人每人每天可以包500
斤米。”马鞍东路社区居委会委员告诉记者，

“我们这里包粽子的师傅都很厉害，一分钟
就能包7、8个。”

记者在杜太婆鸡汤粽子店门口采访到
了其中一位“传奇师傅”唐阿姨。唐阿姨告诉
记者，她包粽子的“工龄”已有10多年了，“这
几天平均每天要包600到700斤米，碰上加班
则要包800斤米。”唐阿姨们的工钱是按“米重”
来计算的。粽子一条街上，包粽子的标准酬劳
是每100斤米220元。像唐阿姨这种超级熟练
工，一天下来就可以挣到近2000元的工钱。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费成鸿

捍卫网络主权 建设网络强国
成都企业联合发布网络安全倡议书

今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
全法》（以下简称“网络安全法”）就将正式实
施。25日下午，“捍卫网络主权 建设网络强
国”成都市网络空间安全法治建设宣传沙龙
在成都举行。

成都市网信办副主任赵谦指出，网络安
全法意义重大，相关部门和企业都要通过学
习培训，掌握和理解网络安全法相关知识，提
高互联网企业网络治理实践能力。网信办将
加强监管力度，切实抓好网络安全法贯彻落
实，提高依法管网治网用网的水平和能力。

到会的专家学者分别结合目前网络安
全形势，从法律条款、政府责任、网络安全等
级保护制度、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关键信息
基础设施安全保护制度等方面进行了详细
解读。

会上，与会企业还联合发布了倡议书，
表态要坚守职业道德，自觉抵制不法行为，
加强对从业人员网络安全法律法规的培训；
提高信息安全风险发现和处置能力，加强对
用户发布信息的管理，有效维护网络空间安
全，力争打造高速、泛在、融合、安全、绿色的
信息网络；强化网络信息安全保障措施，加
强对用户信息的保密，运营中收集和产生的
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原则上在境内存储，为
把成都建设成为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
家中心城市添砖加瓦。成都商报记者 叶燕

我们的节日·端午

成都粽子一条街商家玩出新花样

90后网络平台
直播卖粽子

成都姑娘泸州救人落水
漂了1公里幸运生还

不会游泳的她自述：江水中冷醒，扑腾爬上船获救

24日晚，年仅23岁、不会游泳的成都姑娘刘芳在
泸州长江边救人后，不慎落水被江水卷走。经长航公
安、当地消防和海事部门持续搜救无果，就在大家对
刘芳不抱生还希望之际，她却给正在公安局做笔录的
老公打来了电话报平安。

刘芳自称，她在江阳区二码头落水，被冲到龙马
潭区小市王爷庙长江江面，自己清醒过来爬上船。

24日深夜11时25分，正在长江公安40-01#
囤船上备勤的长江航运公安局泸州分局泸州派
出所副所长周正，突然听到办公桌上的电话响
起：有人在泸州滨江路东门附近落水，急需搜救。

“赶到滨江路长江二码头路段时，我们看到附
近围了很多人，一个浑身湿透的年轻姑娘坐在路
边哭，连鞋子也没穿。”出勤民警告诉记者，他们听
说哭泣女孩是被落水者救起来的，但女孩情绪失
控，基本不能正常表达。顺着群众指引，民警跑到
二码头长江边。此时现场围了七八个人，其中两三
名男子赤裸着上身，神色焦急且情绪激动。民警初
步了解情况后，马上沿江搜救，并调来快艇朝下游
搜救。很快，海事部门和辖区消防也赶来，兵分两
路沿江搜寻：一路是多人组成的岸边搜救队，沿江
岸地毯式搜索，一路是由派出所的长江巡警
01-01#和泸州海事部门的海巡12216#快艇组成
的搜救队，在长达几公里的江面来回搜寻。

刘芳丈夫黄华等人介绍，事发当晚他们夫妇
俩和弟弟黄乙，黄乙女友陶红等数人吃饭后，前
往江阳区滨江路的歌厅唱歌。在此过程中，黄乙
与陶红产生不快，陶红独自步行自二码头长江边
戏水。刘芳和黄华担心陶红安全，便紧随其走出
歌厅。陶红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她准备在长江边
的斜坡处戏水，没想到刚接触水面就落入水中。
危急关头，刘芳和黄华站在囤船跳板上，一人拉
着陶红一只手。刘芳和黄华刚合力把陶红拉上
岸，刘芳自己却一个“倒栽葱”落水，消失在江面
上，当时大约是晚上11时多。

黄华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刘芳生于1994年，
还没满23岁，是成都人。刘芳落水后，黄华几度想
跳下去救，但他不会水，被几个朋友死死抱住。得
知刘芳因救人而落水后，搜救人员都心头一紧，
大家自发地扩大了搜救的力度和范围，但持续一
个多小时的搜救仍一无所获。

25日凌晨1时50分，正在公安局接受询问的
黄华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民警记得，当黄华
听到对方说第一句话时，马上冲出了询问室。正
当民警感到诧异时，黄华又兴高采烈地跑回来，
激动地告诉民警：“不跟你们说了，我要马上去滨
江路东门口，我老婆在那儿等我。”

黄华的话让民警们一头雾水，被长江卷走的
人，怎么会两个多小时后出现在东门口。“我们当
时以为，黄华出现了癔症。”民警告诉成都商报记
者，他们随后赶到滨江路东门口的路边，果然看到
一个姑娘浑身湿漉漉地站在路边。经黄华辨认，此
人正是落水者刘芳。

黄华的朋友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刘芳不会游
泳，朋友们都以为她这次已经命丧长江了。朋友
说，黄华和刘芳认识多年，两人曾经在成都打工，
才到泸州一年多。“两人刚刚办了结婚证，还没来
得及摆结婚酒。”

民警告诉成都商报记者，由于当时已接近凌
晨两点，看到刘芳冻得瑟瑟发抖，民警赶紧找来
已经很久没使用的烤火炉，为刘芳取暖。大概了
解情况后，民警安排黄华带刘芳回家休息，通过
对同行人员的询问，警方确认了刘芳救人落水的
事实。成都商报记者从海事部门了解到，事发时
长江水位3.9米，流速达到每秒3米。在这样的水
域落水，除非是游泳好手，否则极难生还。

通过手机定位测定，刘芳落水的
二码头，距离其上岸的江对岸小市王
爷庙海事囤船的直线距离约1公里。
民警称，做了十来年的水上警察，从
来没遇到如此生还的事。因此，刘芳
究竟是不是落水冲了1公里，曾经一
度让他们怀疑。

对于落水后奇迹生还，刘芳也
无法解释。昨日，刘芳告诉成都商报
记者，她落水时，曾本能地扑腾挣
扎。第一次蹬脚时碰到了江岸，随后
感觉整个人被卷入水中，身体悬空，
完全被冰凉的江水包围，她张嘴想
呼救，却猛地呛了几口水，随后失去
知觉。

“我也不知道漂了多久，漂了多
远。”刘芳回忆，失去知觉一段时间
后，她感觉自己好像打了个冷噤，又
苏醒过来，第一感觉就是身体在往上
浮，然后又沉下去，再浮起来，眼前一
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她在胡乱扑
腾时，感觉脚尖碰到了什么东西，至
今也不知道是石头还是船身。“我顺
手一抓，借力浮出水面，发现眼前是
船，就攀着船舷爬了上来。”刘芳说，
爬上船后，她第一反应就是寻找她老
公，可是除了船，看不到人影。刘芳无
力地坐在船上，自己也不知道坐了多
久，感觉体力恢复了，她便沿着船舷
往有车灯的方向走。可是转了一圈，
发现有个铁门把通往江岸的跳板锁
死，她想回家，便在船上挨个窗户敲
打，希望有人听见。

成都商报记者事后了解到，刘芳
爬上的船，是海事囤002#囤船，是当
地海事部门的办公室。当晚在船上值
班的，是工作人员张富城，当天张富城
不到11时就早早睡下了。“我听到响
声，开灯一看，窗外有个披头散发、全
身湿透的大姑娘，差点没把我吓昏过
去。”张富城告诉成都商报记者，他小
心翼翼地问对方是干什么的？得知缘
由后，张富城才打开门。刘芳说自己是
从江里爬上来的，张富城不信，担心遇
到了小偷。问了几句后，张富城发现刘
芳神志清楚，看穿着打扮也不像小偷。
他一一查看了船舷的水渍和栏杆上的
水印，才相信刘芳真是从水里上船的，

“我从来没遇到过这种事。”
张富城告诉记者，自己发现刘芳

时大约是凌晨0时40分到1时这个时
段。他确定来人不是小偷，而且神志
清醒后，才开门把她送到路上。“我看
她衣服、鞋子都穿得好好的，到公路
上求助找家人，应该没有问题。”

25日凌晨1时40分左右，出租车
司机柳波正在江阳区东门口路边排
队等生意，他远远地看到一个姑娘走
来，以为对方要坐车。可是来人只是
借他电话打一下而已。打完电话，姑
娘还电话时礼貌地说了声谢谢。柳波
给记者发来的通话显示，姑娘用他手
机打的正是她自己的成都电话号码。
当时，她的手机和随身携带的包正在
黄华身上。

对于刘芳生还的事情，都江堰蓝
天救援队队长苟少林告诉成都商报
记者，虽然案例很罕见，但也不是完
全没有可能。苟少林说，他们在过去
的救援中，也遇到过类似案例。苟少
林分析，若彻底排除第三方施救，刘
芳之所以没被江水卷走，应该是她没
被冲到江心，而且没有沉到水面下，
一定是漂流在水面上。

与长江、金沙江打了一辈子交道
的宜宾临港海事处处长王毅告诉成
都商报记者，刘芳的生还并不是孤
例。“曾经有个人背着书包从临港落
水，漂到南溪才被救上岸，也是奇

迹。”王毅根据这些年的水上救援经
历分析认为，刘芳身体偏胖，本身具
有一定的浮力，如果体内憋气，浮力
更大；刘芳落水后很快失去知觉，江
水足以将她身体浮上水面，此时刘芳
没有挣扎，没有用力扑腾，类似于“假
死”漂浮水面，反而救了她。

苟少林和王毅一致认为，刘芳获
救具有不可复制的偶然性。“重视水
上安全，远离危险水域，才能最有效
地防范事故发生。”（文中人物刘芳、
黄华、黄乙、陶红系化名）

叶小彬 成都商报记者 罗敏
宜宾、泸州新闻热线 13550702929

救人姑娘消失在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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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罕见 十分意外专 家 分 析

周正介绍刘芳落水及获救位置

刘芳和爱人给民警送来锦旗

刘芳落水获救位置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