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想通了，一个拿锄头的，怎么学得了他？

眼看他当红人，眼看他“失业”了

因红得财因红得财：：
“走几步就能挣几百块”

短短两天时间，周宗朝尝到
了走红的滋味，这让他既意外又
惊喜。刚刚接到珙县安悦驾校的
工作邀请，四川创融投资有限公
司负责人又主动向周宗朝伸来
橄榄枝，请他去旗下二手车市场
上班。“工资 1800 元一个月，包
吃住，我觉得还是很满意。”周宗
朝与二手车市场签订合同，在市
场做门卫，负责二手车展区的安
全工作。

不仅如此，自媒体的创办人
周毅也有意包装周宗朝，希望他能
靠着独特的“马云脸”挣点轻松钱，
改善一家人的生活。在自媒体报道
周宗朝的第二天，珙县巡场有家服
装店开业，主动联系杨阳希望邀请
周宗朝“走秀”，帮店铺拍点广告，
增加人气。“老周的长相确实与马
云太像，他一方面可以做点轻松的
门卫工作，也可以在演艺方面（模
仿马云）有所发展。”

除了多家企业，当地演艺公司
的老板，周宗朝在永福村的老乡梁
某也找到他，希望他跟着大家一起
搞演艺，在舞台上只要模仿马云说
说话、走走秀，每场就可以给他几
百元钱。此外，周边乡镇的婚庆演
艺队找他。“周宗朝出名了，走几步

就能挣几百块，羡慕得很。”对于周
宗朝，老家人议论纷纷。

终归寂寞终归寂寞：：
“他心态变了”
“根本包装不出来”

好景不长，今年6月初，自媒
体的工作人员意外发现周宗朝又
在卖鸡枞。“你怎么没上班了？”面
对工作人员诧异的询问，周宗朝

苦笑了一下：“老板不要我了。”周
宗朝告诉成都商报记者，他所在
的二手车市场有两三百平方米，
里面停了很多车。“我只负责看
守，有人专门卖车。”周宗朝回忆，
在他上班期间，发生过盗窃汽车
的事件。

在杨阳看来，这并不意外。
“（老周）文化水平比较低，性格内
向不好打交道，‘成名’前后心态也
有变化。”杨阳回忆，报道周宗朝第
二天，有人请他站台、走秀，结果周
宗朝见面后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去
走走可以，你们给我多少钱？”还有
一次，杨阳在返回公司前，电话联
系周宗朝，她来接他回公司，周宗
朝满口答应。“我骑着电瓶车，到他
面前时，他有些鄙夷地说：‘你就骑
个这种车来接我’？”

周毅告诉成都商报记者，驾
校也是请周宗朝去看停车场。可
是由于场地太大，车辆太多，周宗
朝吃不消，驾校也认为他能力不
够，所以上了不到一天班，周宗朝
就去了二手车市场。

周毅回忆，周宗朝因长相酷
似马云而走红后，有珙县境内多
支婚庆演艺公司通过周毅直接联
系周宗朝，请他去表演。“给的报
酬都比较高，300~500元一场。”周
毅说，遗憾的是“根本包装不出
来”。久而久之，也就没人请他了。

到平静
从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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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马云

“超级大乐透”电脑体育彩票第18077
期开奖结果：01 06 09 15 26 08+09 一
等奖1注，每注奖金10000000元；追加1注，
每注奖金6000000元。二等奖69注，每注奖
金122792元；追加38注，每注奖金73675元。
三等奖539注，每注奖金6609元；追加207
注，每注奖金3965元。（5981630962.46元奖
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8178期开奖
结果：528，直选：7097注，每注奖金1，040
元；组选3：0注，每注346元；组选6：13714
注，每注奖金173元。（10184592.35元奖金
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8178期开奖
结果：52875，一等奖：117注，每注奖金10万
元。（235941896.12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兑彩票
体彩

福彩

足彩

中国福利彩票福彩3D第2018178期
中奖号码：336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第2018077期
中奖号码：08 28 04 21 23 06 30 14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
第18088期：20321011
中国体育彩票胜平负任选9场
第18078期：31313331300331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
第18083期：331311131311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
第18078期：31313331300331

7月3日16时左右，有市民在宜宾市翠屏
区盐坪坝长江大桥工地附近的长江边，捕获一
条体长约 20 厘米的小鳄鱼。经过渔政技术人
员规范性饲养、检查后，确认小鳄鱼没有伤病，
小鳄鱼于3日下午，被移送至宜宾市野生动物
保护救助站。

经宜宾市翠屏区畜牧水产局渔政管理站
技术人员检查分析，认为该鳄鱼为“放生”鳄，
系长江水系外来物种湾鳄。该鳄鱼可以长到7
米长，不仅对自然生态造成破坏，还会威胁人
类安全。

据目击者王先生介绍，当日下午长江涨
水，翠屏区沿江社区居民文千国在盐坪坝钓
鱼，发现江边的草丛中有个像“壁虎”一样的东
西。仔细查看，却是一条小鳄鱼，文千国小心翼
翼将其捉住，并用绳子拴起来。这只鳄鱼引来
江边多人围观，众人又找来封口胶布，把小鳄
鱼的嘴缠起来，以防其伤人。此后，市民将此情
况反映给了翠屏区渔政管理站，执法人员迅速
赶来处置。

翠屏区畜牧水产局渔政管理站站长刘小
欢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小鳄鱼体长约20厘米，
异常凶猛，对靠近的人员有攻击行为。“担心它
咬人，所以未称体重。”刘小欢分析，长江天然
水域目前没有鳄鱼生存，因为鳄鱼无法在冬季
的长江水域中存活，此鳄疑似人为“放生”的鳄
鱼，是长江水系外来物种。

经宜宾市野生动物保护救助站站长潘金
彪辨认，确定小鳄鱼为湾鳄。湾鳄又名河口鳄、
咸水鳄、马来鳄、食人鳄。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湾鳄成体一般长3～
4米，最长可达7米以上，最大者体重可达1600
千克以上，是现存最大的爬行动物。“如此凶猛
的动物，确实不该‘放生’长江。”王先生说，长江
边不但经常有人游泳、捕鱼，沿岸还生活着大量
农民，“这种鳄鱼一旦长大，后果不堪设想”。

经过渔政技术人员规范性饲养、检查后，
确认小鳄鱼没有伤病，于3日下午将其移送至
宜宾市野生动物保护救助站。

“野蛮‘放生’不是保护生态，而是破坏生
态。”刘小欢说，希望此事警醒市民：不要在天
然水域“放生”外来物种，“否则只会适得其反，
好心办成坏事情。”

成都商报首席记者 罗敏

长江宜宾段
发现小湾鳄
疑似被放生

有关部门：
此系外来物种，切勿“野蛮”放生

被发现的湾鳄

普通人长得像某个名人，只
是一种巧合。事实上，除了“宜宾
马云”，还有“江西马云”“成都马
云”。全媒体时代，网络可以覆盖
每一个角落，只要略有特色，每个
人都可能被关注到。正是在这种
背景下，普通的深山老农被裹挟
着，成为当地的“网红”。

国家注册心理咨询师、宜宾市
青少年心理咨询协会会长熊小冰
认为，“网红”现象是博眼球式的

“快餐经济”所驱动的，看中者所追
求的就是通过博眼球赚取热钱，

“网红”们在快速受关注的同时，也
往往渴望通过快捷渠道获得名利。

然而，没有内涵和品质的网红
现象，常常是浮躁过后只剩一地鸡
毛，走向成功则需要脚踏实地的积
累和成长，不然只能成为他人利用
的工具，失去自我尊严。无论是在
农村还是城市，人都应该靠内在的
能力挣钱，而不是只靠“脸”吃饭。

“好在周宗朝意识到自己的
不足，没有继续下去，不再去扮演
别人，而是回到了自己最擅长的
角色。”熊小冰告诉成都商报记
者，其实回到本来的面目，回归本
来的生活，周宗朝更能重新找回
自己，也会活得更轻松自如。

成都商报首席记者 罗敏

农家生活农家生活：：
养两头猪，种几分地，拾一点菌

珙泉镇永福村，距离珙县老县城只有 10
公里，X023县道穿村而过，交通便捷。但因为
村子在大山上，村背后的大垭口近似原始森
林。因缺乏水源，山上几乎种不出水稻，只能种
玉米等粗粮。村民吃饭，需从老县城买米。

周宗朝家就坐落在X023县道公路边，对
面是永福村公所，百米开外是永福小学。1965
年出生的周宗朝，最主要的活动范围就是自己
所在的“周村”（即永福村二组），无事不出门。
即使同村有亲朋需要走动，周宗朝通常都是匆
匆去来，既不打牌也不喝酒。

夏天，是周宗朝活动半径最大的时候，因
为农闲在家又要谋生，周宗朝每天上山采蘑
菇。周村一带的玉米地里，盛产有着“菌王”之
称的野生蘑菇“山塔菌”——即鸡枞。

鸡枞市价高达100元/斤，相当于当地小工
一天半的工资。周宗朝凌晨四点多，天刚麻麻
亮就出门，带上手电筒，穿行在山上茂密的玉
米地中。

周宗朝在周村算是寻菌高手，碰到好的年
岁，周宗朝一天要寻获几斤“山塔菌”，单日收入
两三百元。“相当于附近打零工一个星期的收
入。”周宗朝有些自豪。但今年天干，山上难寻鸡
枞的身影，菌季过去月余，周宗朝只卖了1000
余元，不到往年的四分之一。“寻菌子是靠天吃
饭，山上不生，就没得办法。”周宗朝有些无奈。

除了寻鸡枞，周宗朝还在家养了两头猪、
10只鸡，种了可以收成六七千斤的玉米地。

因脸而红因脸而红：：
照片被人关注，有人前来“慰问”

两年前，因为公路边卖菌的村民多，销路
打不开，周宗朝就坐客车到 10 公里外的老县
城，走街串巷卖鸡枞。那年6月的一天，正在山
上寻找鸡枞的周宗朝接到电话，对方通知他赶
到珙县巡场，接受一家自媒体的采访。这家自
媒体，是当地人周毅创办的一家区域性自媒
体，热衷于关注发生在当地及周边的大小热点
事件，在珙县小有名气。

“我们在朋友圈发现了周宗朝卖‘山塔菌’
的照片，配文说他像马云，我们看了也觉得特
别像。”这家自媒体的工作人员杨阳回忆：那天
下午，这张“马云”的照片在朋友圈疯传，他们
一时无法找到照片出处，于是将其截图发朋友
圈，请求网友提供线索。

很快，有人认出了照片中的人正是周宗
朝，并提供了电话。随后，杨阳联系到了周宗
朝，通知他到县城接受采访。看到照片的周宗
朝才想起，22日上午他在老县城卖鸡枞时，好
像有名男子拿着手机远远地拍照，“我以为他
是在拍菌子，根本没有在意。”

周宗朝将信将疑地来到县城，向自媒体介绍
了自己的情况。“当时人更瘦，显得颓废。”杨阳告
诉记者，工作人员带周宗朝理了发，买了衣服。周
毅说，经过一番简单的包装，周宗朝与马云更像，
除了面相，还有几分神似。工作人员马上赶发了
推送文章，随后“马云”在这个小县城“出道”。

第二天下午，珙县安悦驾校负责人从网上
看到消息，组织人员前往周家看望，并送去了
米、油等。驾校老板当即表示，愿意为周宗朝提
供工作岗位。

一 次 意 外一 次 意 外
被人拍照被人拍照，，让名不让名不

见经传的深山老农见经传的深山老农
周宗朝在小范围内周宗朝在小范围内““红红

了了”。”。因为长相与马云极因为长相与马云极
其相似其相似，，他被宜宾当地的自他被宜宾当地的自

媒体报道媒体报道、、推广推广、、包装包装，，登上登上
了舞台了舞台、、找到工作找到工作。。然而短短两然而短短两

年后年后，，因为文化水平不高因为文化水平不高、、性格内性格内
向向、“、“包装不出来包装不出来”，”，连最初请他当门连最初请他当门

卫的二手车市场老板也将他辞退了卫的二手车市场老板也将他辞退了。。
如今如今，，5353岁的老周重回乡下岁的老周重回乡下，，干起了捡干起了捡
鸡枞的老本行鸡枞的老本行。。

““我一个拿锄头的我一个拿锄头的，，怎么学得了马怎么学得了马
云的姿势动作云的姿势动作？”？”老周说老周说。。好在老周在周好在老周在周
村算是寻菌高手村算是寻菌高手，，碰到好的年岁碰到好的年岁，，一天一天
能寻获几斤能寻获几斤““山塔菌山塔菌”，”，赚两三百元也不赚两三百元也不
是问题是问题。。经历了网红经济的热闹过后经历了网红经济的热闹过后，，
现在的老周现在的老周，“，“想通了想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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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被老板解雇，周宗朝有些
遗憾，“能在二手车市场上班还是
不错的，我老婆也在城里打工。”周
宗朝说，老婆每个月有1800多元
收入，两人加一起有近4000元，这
对他们家来说是不少的收入。周宗
朝是永福村建卡贫困户，享受了政
府低保。两个孩子，大女儿在广东
打工，小儿子在珙县中学念书，每
月开销1000余元。

周宗朝虽然读完了高小，但他
自称文化程度还不如现在的小学
二年级学生。“很多字都不认识，说
不出来，更写不出来。”“梁某来喊
我演马云，我就没有干。”周宗朝回
忆，搞演艺的老乡开出每场几百元
的酬劳，确实很诱人，但是让他在
舞台上学马云的动作，他根本学不
来。而当地村民则认为，周宗朝性
格内向，很少与人交流；即使有人

主动与之交谈，也非常困难，往往
是别人说几句，他回应一两个字。

“只是形似，做不到神似。”
“算是想通了，我一个拿锄头

的，喊我去学马云的姿势动作，怎
么学得了？”周宗朝说，要是县城
有人请他上班，他还是愿意去。

“没人请也没关系。”周宗朝告诉
记者：儿子15岁了，再过几年儿子
结婚，他的任务就完成了。

眼看他被发现
眼看他出了道

到热闹
从平静

没人请也没关系
看淡了看淡了

网红经济狂欢后，一地鸡毛谁买单
专家说专家说

两年前两年前：：撞脸马云撞脸马云，，农民走红农民走红
两年后两年后：：无人雇他无人雇他，，重操旧业重操旧业

人群中的周宗朝

周宗朝（上）酷似马云（下）

周宗朝继续卖鸡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