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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05

“不要挂断
电话，救护车已
经派了……”“不
要挂断电话，再
想想住地旁边有
什么特别的建筑
……”广元一对
父女，在绵阳一
租住房内煤气中
毒，因说不清楚
地址，120接线员
一边与其通话，
一边通过微信定
位了大致位置；
绵阳市三医院急
救人员在寻找过
程中，也和患者
一直保持通话，
最终成功引导患
者说出了附近建
筑，并成功将患
者 找 到 及 时 救
治。13日，拨打
120求救的刘先
生告诉记者，他
和女儿每天在进
行高压氧治疗，
已无大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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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模特”招聘引热议

说成都话
一小时能赚
700元？

最近一则招聘搅动了成都高校的社
交媒体圈。招聘的是“声音模特”，要会说
成都话，声音还要年轻乐观有活力。工资
是：700元每小时。有网友跃跃欲试：一天
5600元，我能录到公司破产。

记者了解到，招聘“声音模特”是为了
录制用于智能音箱的语音合成素材。除以
上要求，应聘者还要能创造性发挥，会外
语口语，并且只选一个人。目前收到的四
五百份应聘语音里，阿里巴巴一位公关经
理听了几十份，觉得在创造性发挥方面都
有欠缺。

“一天一般录4小时。录8小时，恐怕接
下来要休息一周。”上述公关经理说道。

700元一小时
一则招聘引热议

“成都话说得好，也能挣钱，而且还不
低：700元一小时。”最近，不少成都高校的
学生关注到这样一则招聘。招聘由标贝（北
京）科技有限公司发布，招聘的是“天猫精
灵声音模特”，薪资待遇700元每小时。

招聘中要求，成都方言发音标准流
畅，熟练掌握使用各种方言词汇，还要求

“具备基本英语能力，能模仿外语口语发
音”。应聘者需要发送两段录音，其中一段
是以“你好，我是天猫精灵”开始的固定文
本，另一段要求用成都方言进行2分钟以
内的自我介绍。

这则招聘像是在四川一些高校的学
生群里扔下一块巨石。招聘信息刚到群
里，有人就跃跃欲试：“嗨呀，这太适合我
了。我要去录音了。”有同学自信满满：“700
元一小时，一天5600元？我感觉我能录到公
司破产。”有人觉得遗憾：“我的四川话本来
很正，但宿舍来了一个东北老铁，口音被他
带歪了，我感觉损失了好几个亿。”也有来
自外省的同学不解：“凭什么四川话这么值
钱？我们广东人表示不服。”另一个同学也
在群里问：“粤语就不行？”

收到四五百份应聘素材
目前还没选出合适的

阿里巴巴公关经理朱女士确认了这
份招聘的真实性，“是为了录制用于天猫
精灵智能音箱的语音合成素材，采集四川
话的成都口音。”她看了下邮箱后说，上周
四前后招聘发布，现在邮箱里已收到四五
百份应聘的素材。不过她表示，自己跟着
听了几十份，“还没有符合条件的。”在她
耳朵里，这些声音的音质自不必说，只是
在稳定性方面或在创造性上都有所欠缺。

“收到的邮件里，有一些是专业的配
音公司发来的。”朱女士介绍，除了发音标
准、音质稳定，考虑到天猫精灵智能音箱
的用户人群，声音还得年轻、活泼，“所以
我们更加倾向于学生。”她也解释了“创造
性发挥”：实际使用中智能音箱和使用者
交流时，是有性格的，有时候会是幽默的，
有时候可以怼，有时又要可爱，因而应聘
者在录音时并不总是阅读固定文本，“例
如，我们会给出一个问题，要求给出十个
不同的回答。”她介绍，2分钟的自我介绍
就有意考察应聘者的发挥。

至于外语要求，她举例：使用者要听
英语歌曲时，说出后智能音箱会复述，“需
要保持汉语和英语音质的一致性，所以要
求应聘者会说英文。”

在她看来，时薪700元的工资，在语音
合成行业里已不算低，“一般是400-600
元。”给出高薪是考虑到方言的语音合成
相对于普通话要难。不过一天挣5600元的
想法不太现实，“一般一天会录4个小时，
如果录8个小时，可能接下来要休息一
周。”朱女士补充，这次招聘是根据实际录
音时间计薪的。

四川话和普通话差异小
目前只在做四川话版本

“如果确实有与要求相符的声音，最
终会选定一人。“朱女士介绍，之后便由供
应商安排选中的人录音，做语音合成，并
提供给阿里巴巴方面。标贝（北京）科技有
限公司便是这个项目的供应商。她解释，
使用时智能音箱会说很多不同的话，录音
时不可能全部顾及，“会把有可能出现的
字、词和连贯的句子录下来，供应商再做
语音合成——这样，就会自动生成各种各
样的话。”

据介绍，目前天猫精灵的方言版本只
有四川话。“四川话覆盖的人群广泛，能够
和我们一起做这件事的人就多。”另一方
面，朱女士表示，四川话和普通话的差异
相对小一些。“智能音箱还涉及到语音识
别，需要理解方言在普通话里的意思，四
川话几乎不存在这个障碍。”

“肯定不会只有四川方言。”她也透
露，不过目前还没想好其他地区的方言版
怎么做。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亮

煤气中毒者求救
却说不清位置

“我在绵阳租的房子，我娃儿洗
澡的时候感觉有点煤气中毒，我现
在头昏！咋办？”8日21时12分，绵阳
120紧急救援指挥中心的电话响起，
调度员冀婉婷迅速接起电话，电话
中传来一名男子焦急的声音。

“你先把煤气关了，把门窗敞
开。”听到“煤气中毒”4个字，冀婉婷
立即提高警惕，指导求救者先自救，
并询问求救者地址。

但求救者自称在一所学校附
近，是租的房屋，自己头也有点晕，
也不清楚小区名字。然后冀婉婷提
醒求救者，是否能说出家里其他人
的电话。

“就是这个啥子……遭了、遭
了，我有点说不清了。”求救者在电
话中非常着急。

“你能走到房间外面去不？尽可
能走到房间外面去……你找个邻居
给我说下，你去敲门嘛……我先把
医生派出来。”冀婉婷听到，电话中
除了求救者的声音，还传出另一个
人的呻吟声。于是她一直在电话中
进行引导，希望能尽快确定求救者
的位置。

“我现在有点缓过来了，我娃儿

洗澡煤气中毒了，我在**学校……
遭了、遭了……我娃儿有点重，读初
三了，我有点抱不起。”求救者在电
话中非常着急。

机智接线员
加对方微信接收定位

求救者着急，120接线员更着
急，但冀婉婷仍继续努力引导求救
者、安慰求救者情绪，同时让求救者
给孩子盖上衣服保暖。

“你把门打开，先出去求救，去
找邻居给我说下具体在哪个小区？”

“不要挂断电话，救护车已经派
了，你不要着急，先找邻居给我说下
位置。”

“你莫睡觉哦！”
绵阳市三医院的救护车已经出

发，但具体地址还没有搜集到，冀婉
婷又见对方说话断断续续，还担心
求救者因煤气中毒昏迷而提醒对方
不要睡觉。

这一通求救电话，让在岗的三
名调度员都担心不已。就在救护车
出发后，调度班长刘美辰提醒用微
信定位试试。

“你的微信号是不是你手机号
码？在微信上给我发个定位，一定要
发，你是不是叫刘某某？你马上打开
微信给我发个定位过来。”冀婉婷一

边通话，一边用手机加上了求救者
的微信。在冀婉婷的叮嘱下，对方很
快发来了定位。13日，根据电话记录
显示，从接通电话到微信定位，共通
话254秒。

随即，冀婉婷将定位发给了出
诊的急诊医生。然后再次和求救者
通了电话，询问到对方住在几楼几
号后，告知求救者一定保持电话畅
通，救护车已经在路上，医生马上和
他联系。

急救人员接力通话
找到两名中毒者

冀婉婷和求救者通话结束后，
随即告知了绵阳市三医院的出诊
医生刘荣雁。随即，刘荣雁拨通了
求救者刘先生的电话，再次告诉对
方，一定要打开门窗，尽可能走出
房外。

13日，刘荣雁介绍，当时接通电
话后，她发现求救者刘先生的情况
稍微好一些，比较清醒，但电话中明
显有一人呻吟的声音，而且刘先生
也称女儿情况严重，出现了严重的
呕吐。于是，刘荣雁就让他将其女儿
的头部偏向一侧，以免呕吐物吸入
呼吸道。

救护车在疾驰，导航也开着，刘
荣雁继续用车载电话讲解初步的急

救。但是，当救护车按照导航行驶到
学校附近后，发现这是一个居民点，
导航不能准确判断出位置。

“不要挂断电话，再想想住地旁
边有什么特别的建筑……”刘荣雁
引导着刘先生。

“旁边有一所幼儿园。”刘先生
突然想了起来。

得知这一信息，刘荣雁随即问
附近群众幼儿园的位置，救护车随
后疾驰过去。同时，刘荣雁和刘先生
的通话仍在继续。

“你站在窗户边，救护车有警
灯，有警报，你仔细看、仔细听一
下。”刘荣雁说。

“我看到救护车了，我就在楼
上。”刘先生也激动了。

刘荣雁回忆，她和刘先生的通
话，大概有10分钟时间，当医护人员
爬上楼后，刘先生已经抱着女儿走
出了门外。随即，医护人员对其进行
了急救，并将他们送往医院进一步
治疗。

13日，刘先生介绍，他是广元
人，女儿在绵阳读初三，他每周星期
五从广元到绵阳来陪孩子，而房屋
刚刚租了一个多星期，他确实不知
道位置，“多亏了120和医生们，不然
我们父女可能就完了！”

王真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汤小均

从维修家电到发展105家米粉店
轮椅上“站起来”的创业者

3月8日，天津卫视《创业中国人》播出了一条四川人的创业故事。主人公杨志1973年出生于安岳，12岁
时因为脊椎疾病彻底失去了双腿的行动能力，活动范围局限于一台轮椅。

但杨志自学电大课程，修过电器、卖过家电，开过移动营业厅，也开过茶楼，又毅然从零开始，投身餐
饮行业，从一无所知到打造行业品牌，自主研发配方技术的米粉店，现在已有上百家直营店和加盟店。

12岁那年，杨志彻底走不动
了。“两三岁的时候，走路姿势就不
正常了。”杨志说，检查说是脊椎
有问题，医生建议大一点才能做
手术，但家里一直拿不出这笔钱。

兄弟三人住的12平方米的小
屋里有两张床，12岁到18岁，杨志
几乎没能出去过，吃饭在床上，大
小便也在床上，唯一能做的事，只
剩看书。在供销社上班的父亲陆续
给杨志买了收音机、黑白电视机，
靠着哥哥的课本和电视，杨志自学
了从初中到电大的课程。念过大专
的父亲对电子技术感兴趣，所以家
里有一些基础书籍和工具，正是这
些不多的书籍，启蒙了杨志。

从拆电筒、闹钟、电熨斗等小
家电开始，到拆电视、收音机，再
到邻居们试探性地将电器给杨志
修。“经常被电打。”杨志说，受伤是
常有的，现在右手手背还有一块
烙印伤疤。18岁那年，父亲贷款给
杨志租下了一个维修店，杨志也

终于有了第一台用万向轮加椅子
做成的“轮椅”，需要借助墙壁等
助力，才能滑行。

离家100米的维修店的面积
比家里大一倍，前面是店，后面是
床，18岁到28岁，杨志的活动范
围，也没有离开过这个店铺。“找
我修电器的已经很多了。”杨志
说，因为自己是系统学习的电子
学基础，尽管没有学过修电视、洗
衣机，但原理都相通，特别是录像
机、遥控电视、CD机这类当时的
高档电器，别人不敢修，自己敢，
还能修好，哪怕要琢磨上10多天。
靠着修电器，杨志一个月能收入
好几百元，那时父亲一个月的收
入才几十元。在这期间，杨志还收
了8个徒弟。

也是因为修电视，杨志认识了
同镇的姑娘冉毅琴，相识三个月，
刚刚从外地打工回家的冉毅琴不
顾家人反对，嫁给了杨志。“他很聪
明，也很善良。”

在餐饮行业干了一段时
间，杨志想开连锁餐饮店，但
他认为，串串店肯定不行，不
可控的因素太多，不利于标准
化复制和管理。一次和家人去
云南旅游时，杨志吃到了过桥
米线。“确实好吃，也有很多人
排队。”回来之后，杨志在网上
搜索资料，天南地北地去吃米
粉米线，贵阳、昆明、南充、绵
阳……体验别人家的产品有
什么特色？

为了调试合适的汤底，杨
志记不清在锅边试验了多少
次，反复筛选熬汤材料，做米粉

要用什么样的米？羊肉要选什
么产地的？甚至装米粉的碗，什
么样的造型最适合发挥出油和
汤底的特色，都经过了计算和
测量。试验性开起的早餐摊，一
天营业额达到1000多元。

2015年，他的第一家米粉
店开业了。2016年，杨志转让了
营业厅，注册了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正式投身餐饮行业。杨志
介绍说，截至3月11日，公司已
有直营店和加盟店（包括已签
约）105家。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于遵素 摄影记者 王红强

现实版保持通话——
父女中毒 地址模糊
120接线员指导自救
通过微信定位中毒者

卖米粉
发展105家直营、加盟店

杨志说，结婚后，自己就有了
“双腿”，无论去哪里，都是冉毅琴
照顾自己。2003年，在妻子的支持
下，杨志开始从事家电经销，凭借
着维修技术积累的口碑，生意很不
错。善于琢磨的杨志说，维修只能
解决家庭温饱，但不能奋斗出一番
事业。特别是通过和那些外出打工
的青年聊天，杨志发现，外面的世
界很宽广。四年后，杨志带着妻子
到成都，开了一个移动营业厅。杨
志把从书上学到的营销知识，用到
推广宣传上，存话费送话费、存话
费送冰箱电视……最终把营业厅
的销售额做到了武侯区C类营业厅
前三名。

有一次，杨志注意到贝森路附
近一家茶楼要转让，租金格外便宜，
立即把店铺盘了下来。后来跟附近
的餐馆老板摆龙门阵才发现，餐饮

业正热。杨志思量一下，觉得可以开
个串串店。

没有配方技术，杨志打出招牌
找合伙人，有人自称已有成熟技术
和店铺要合作。于是，店面重新装
修、购买桌椅板凳，万事俱备，第二
天就要开业了，合伙人却说他不会
技术，又怕杨志不跟自己合作，才出
此下策。开业那天凌晨2点，技术师
傅才赶到，开业有惊无险。“但我还
是很佩服和感激他，如果不是他带
我进餐饮行业，可能也没有今天。”

开业后没多久，原本开在“冷
街”的串串店“热”了，食客开始排队
才能吃上了。为啥？杨志说，除了味
道确实不错，自己重点琢磨经营推
广，推出“吃100送100”的营销活动，
合作伙伴全部反对，说肯定会亏本，
但事实证明，这一策略却把串串店
成功地炒“火”了。

来成都
从手机通讯转战餐饮行业

瘫痪了
12岁开始自学 维修家电月赚数百元

杨志在自己的公司

杨志开维修店时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