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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旬老人迷失荒野4天，发现时被困石缝

警民搭人梯施救

2019年4月11日
星期四

责编 戈萍 美编 黄敏 校对 田仲蓉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过日子“慢条斯理”，买东西“毛焦火辣”

成都喜提“即时零售之城”
多品类全面开花，“即时零售”迈入一站式购齐时代

一说起成都，常给人安逸、宜居、慢
生活的印象。素有“天府之国”之称的成
都地处平原地区，“少战乱、仓廪实”的安
逸环境孕育了成都人前卫的消费理念。
步入新经济时代，成都不仅在消费新场
景升级过程中位居全国前列，同时还能
保持自己独特的文化与特色。2017年成
都市新经济发展大会上提出，将建设有

成都特色的新经济产业集群。从成都培
育新经济的发展进程来看，既有坚实的
基础，又有不断涌现的新动力。

京东到家代表的“即时零售”模式，凭
借末端高效配送和先进的信息数据处理平
台，在与成都各老牌商超卖场的携手中，一
方面满足了消费者多层次、多元化的消费
需求，另一方面也引导了传统卖场的商业

模式升级，提升了消费者的消费热情。这座
零售历史悠久、擅长将消费享受转化为经
济增长动力的“新一线”城市，天然适宜各种
新兴零售业态的发展。

“即时零售”发展至今，已能满足消费
者足不出户在线上门店挑选生鲜蔬果、商
超日用、医药保健、美妆个护、家居日杂等
各类商品的需求，1小时即可送达。潜移
默化中，“即时零售”正全方位改变着人们
的生活，并内化为消费新常态。近日，京东
到家评选出十大“即时零售之城”榜单，成
都不负众望，凭借傲娇的购买力一举登上
榜单，超过老牌一线城市排名全国第三。

京东到家数据显示，成都用户增长
的速度及年龄分布呈跨度广、潜力大的
态势，其主要消费者集中在19~50岁人
群。从2018年的年度数据看，除核心的
生鲜品类外，美妆个护、零食烘焙、医药
保健等均实现了全面高速增长。挑剔的
成都人越来越习惯随吃随买、即时可得
的服务体验。

一袋怪味胡豆下肚，差点就要了
绵竹11岁小男孩昊昊（化名）的命，躺
在德阳市人民医院儿科监护室，昊昊
为自己的“贪吃”感到后悔。

4月8日中午，在绵竹交警的帮助
下，邬先生及时将儿子送到医院抢救，
原本40多分钟的车程只用了25分钟。

交警开道
25分钟将男孩送到医院

“求你们救救我的孩子……”4月8
日13时20分许，绵竹市民邬先生驾车
急匆匆来到绵竹市昆山超限站求助。
邬先生介绍，当时孩子病情危急，而绵
竹到德阳的路上红绿灯比较多，所以
他请求交警，想把孩子快点送到医院。

值班民警看到邬先生抱着的孩子
脸色蜡黄，正吐着黄疸水，于是赶紧报
告上级领导，随后警车鸣笛开道一路
护送。“我们在前面带路，同时联系德
阳交警指挥调度中心，开通快速通
道。”绵竹交警大队一中队中队长张浩
介绍，平时需要40多分钟的车程，只用
了25分钟便到达了德阳市人民医院。

到医院后，民警将孩子抱进了急
诊科，直到邬先生安顿好孩子才离开。

一天救治
已经脱离生命危险

经过检查，邬先生的儿子昊昊患的
是蚕豆病，俗称“胡豆黄”。

德阳市人民医院儿科副主任黄琴
介绍，当患者吃进胡豆后，胡豆中被称
为巢菜碱甙的物质，可使血液中氧化性
物质增多，导致红细胞被氧化，受到破
坏，从而发生以黄疸和贫血为主要特征
的全身溶血性反应。“如果抢救不及时，
就会重度贫血、休克，甚至危及生命。”
目前，该病尚不能治愈，但通过新生儿
筛查等手段可以预防和控制发病。

经过德阳市医院儿童重症监护室
一天的抢救，昊昊已经脱离生命危险，
正在做进一步治疗。

怪味胡豆
差点要了孩子性命

昊昊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在儿科
监护室外，邬先生说出了事情的原委。

4月8日早上6点50分左右，邬先生
将昊昊从床上叫了起来，让他洗漱完
后赶紧去上学。刚起床的昊昊，精神状
况似乎有些不对劲。

“感觉他像没有力气，起了床后，
一会儿在这里躺一下，一会儿又到另
一个地方躺一下。”邬先生说，昊昊去
学校后，他和妻子就到汉旺一家厂里
上班了。

刚到单位不久，邬先生突然接到
昊昊老师的电话，“说孩子一直在呕
吐，情况有点严重。”邬先生连忙请假，
开车赶到学校，发现昊昊眼睛、皮肤都
发黄。在邬先生的印象里，孩子曾经也
出现过这种情况。

“娃娃1岁的时候，他妈喂过他一
次胡豆稀饭，结果就出现了这种情
况。”邬先生回忆，当时送到医院检查，
医生说这是蚕豆病，以后不能吃蚕豆。
之后家里就对蚕豆进行了控制。

邬先生猜测，这次很可能是蚕豆
病发了。随着娃娃长大，偶尔也会吃一
些蚕豆，但并没有发生严重问题。这一
次再次发作，很可能是孩子发病头一
天自己买了怪味胡豆来吃，“两元一包
的，吃了一包。”

邬先生先是将孩子送往镇上医院
治疗，接着又送往绵竹市区医院治疗，
最终才求助民警，将昊昊送往德阳市
人民医院抢救。“今后都不敢让他吃胡
豆了！”邬先生告诉记者。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明平

一袋胡豆
差点要了这娃的命
交警开道抢出救治时间

险情 女孩坠下百米悬崖生死未卜

4月8日早上8点左右，古蔺县龙山镇龙华村的罗乔和朋
友任正勇开车去县城办事，途经护家镇中学附近的护家新岩
路段时，发现多人在公路边探身围观。任正勇把车停靠路边，
才知道有个女孩坠到悬崖下去了。

任正勇介绍，该路段因为容易发生车祸，路边修有较高
的水泥护栏，而道路外侧，也有10多米高的距离均由条石垒
砌起来，“很陡峭，看着就让人眩晕。”任正勇说，估计悬崖有
近百米。

目击者称，女孩坠崖后，在悬崖中段的一丛灌木上“浪了
一下”，然后没入树丛。女孩生死未卜，情况十分危急。

现场已有村民报了警，并有三个村民尝试下崖施救，但
悬崖太过陡峭，最终没有人下得去。

施救 两人合力把受伤女孩背下悬崖

担心警方赶来迟了，罗乔查看了一番地形后，找到现场
一名跟自己年龄相近的村民，约定一起下去救人。

罗乔找到悬崖坡度相对舒缓一点的地方，一步一步试探
着踩下去。20分钟后，下到悬崖五六十米的位置，终于看到女
孩躺在灌木丛下的一个小台地上。

罗乔喊了一声“妹！”女孩缓过神来，说了一句：“叔叔，对
不起。”罗乔跨到小台地上，发现这里是一个约40度的缓坡，
再往前两米，就是近百米的深沟。女孩脸上、手臂上有擦伤，
但并没有大量出血。另一名施救的村民也爬下悬崖，两人商
量，由罗乔背着女孩，另一村民走在前面探路。一段五六十米
的山崖，走了20多分钟。

终于有一条草丛中的小路出现，悬崖下的村民，以及女
孩的老师赶来接应，消防、派出所民警也赶到了现场。罗乔把
女孩交给他们后，才赶往县城。

救人者：练了四年咏春，身体平衡能力强

32岁的罗乔告诉记者，决定施救坠崖女孩，是根据现场
地形和自己的身体素质进行的研判。以前在广东打工的时
候，罗乔在一家武馆练了四年咏春拳，身体的柔韧性与平衡
能力比一般人要强。两年前回到龙山镇老家，因为喜欢养兰
花，时常上山找兰草，对攀爬陡峭的悬崖也有一些经验。

罗乔说，他还不知道一起施救的村民叫什么名字，但对他
的勇气和魄力相当佩服，两个人“心有灵犀”地相互配合才救出
了女孩。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杨灵 图由受访者提供

被困石缝 七旬老人失踪4天3夜

据刘久芳的女婿杨国兵介绍，老
人今年76岁，“脑筋有点问题。”刘久芳
一直和老伴住在高县大窝镇映田村五
组乡下的老宅里，四个女儿每人每月
向二老提供500元生活费。

3月底，女儿们将患病的老父亲接
到宜宾城区医院住院治疗，并委托邻
居留意一下独自在家的刘久芳。

4月1日，邻居上门发现家里没人，
以为老人上坡，或者串门去了。晚上，
老人的屋里一片漆黑，邻居上门检查
还是没人，找了附近老人常去的地方，
也没发现，这才赶紧通知家属。

子女们连夜赶回老家，遍寻周边，
毫无发现。第二天又发动亲友20余人
搜寻，仍然没有找到。直到4月4日16时
左右，杨国兵等家属在沿河搜寻时，才
发现刘久芳被卡在一个石缝中。遂向
警方、村委求助。

成功获救 众人配合人梯接力

随后，高县公安局大窝镇派出所
所长程驰带领几名警员，和映田村主
任夏之明及多位村民，赶到老人被困
地点。程驰侦查发现，老人落入距离
水面几十公分的石缝中，只有头露在
外面。“当时天气炎热，裸露在外的石
头都被烤烫了，为了防止老人中暑，
我们找来雨伞架在石头上方为老人遮
挡阳光。”

最开始，大家想将老人拉出石头
缝，但一用力，老人就在石缝里痛得哇
哇大叫，众人只好作罢。

“我们仔细观察发现，刘久芳是以
蹲姿卡在石缝中，双脚垫在屁股下，腿
脚疑被卡死。”村主任夏之明告诉成都
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困住刘久芳的石
缝，一面是山体，一面是一块重达数十
吨的巨石，中间仅容得下一个人。

由于事发地点距离公路近两公里，
大型救援设备根本无法抵达现场。经过
反复推敲论证，有人提出找个体格小的
人，由人拉着他的脚，头朝下“倒栽葱”
爬进去托住老人的脚，其他人则抓住老
人手臂、衣服，合力将老人“送出来”。

可是谁进去呢？老人被困4天，排
泄物弄得石缝和身上臭不可闻。关键
时刻，43岁的村民夏勇全主动请缨：

“让我来试试！”
夏之明告诉记者，他和另一村民

抓住夏勇全的双脚，夏勇全倒着爬进
石缝，程驰等民警则在外面拉住老人
的双手、衣服，大家喊着号子，一点一
点地把老人“送”出石缝。

如何被困 老人智力障碍原因成谜

夏之明说，老人被救出来后气若游

丝，精神状态极差，腿部、臀部都有不同
程度擦伤。七八个人抓住床单，徒步两
公里，将老人抬上救护车送医。

据了解，从发现老人到老人被救
出，花了整整两个小时。而从老人失踪
到救出，已经过去了差不多90小时。“老
人被困在狭窄的石缝中，能坚强地活下
来也是奇迹。”家属认为。

夏之明告诉记者，刘久芳被困的地
方，位于月江河支流姜家河一个叫“强盗
湾”的地方。这里四面环山，乱石嶙峋，根

本没有道路。平时连精壮青年都不会来
此，更别说一个上了年纪、行动不太方便
的老人。“推测老人想外出寻找老伴，误
入山沟迷路，不慎跌落石缝中。”

杨国兵也称岳母从未到过这么远
的地方。因为老人有智力障碍，说不清
楚，因此她如何去到现场，就成了无解
之谜。“她怎么去的并不重要，重要的
是她获救了，所以我们真心感谢所有
救援人员。”杨国兵表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首席记者 罗敏

奇迹
生还

4月10日，经过连续一周的治疗，四川宜宾高县大窝镇76岁
的刘久芳老人已能下地行走。

4月4日下午，迷路失踪4天的刘久芳被家人发现时，被困于荒
无人烟的山沟石缝中。亲属、村民、干部、民警合力营救两个小时，
才将老人成功救出。因老人头脑不清醒，记忆及辨识能力有问题，
如何身陷石缝、如何生存下来等问题，仍然是个谜。

女孩坠入悬崖，
他冒险攀崖救人：
幸亏练了四年咏春拳

悬崖
救援

4月8日早上，泸州市古蔺县护家镇护家新岩（小地
名）附近，一名10多岁的女孩坠落到近百米高的悬崖中
间。万幸的是，悬崖上的一丛灌木“救了”女孩。目击者
称，女孩坠崖后在树丛上“浪了一下”，然后跌落在树下
的一处小台地。再往前两三米，又是一处近百米的深沟。

紧急关头，路过此地的村民罗乔爬下悬崖，与另一
村民合力救下女孩。罗乔告诉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自己有攀爬悬崖的经验，再加上练过四年咏春拳，否则
不敢贸然去悬崖上施救。

民警和村民将老人抬出山沟

成都市民前卫的消费理念决定
了成都必然是新经济业态的重要市
场。移动互联网时代，“即时零售”打破
线上线下边界，带来更便捷消费体验，
随着线上商品品类日益丰富，也在全
方位满足市民多元化的即时消费需
求。同时“即时零售之城”概念的落地，

也为成都市的新经济发展拓展了新场
景，有助于拉动新兴消费市场的增长。

成都市电子商务协会秘书长徐
震认为，从市场环境而言，新消费场
景的拓展有望催生服务业的良性发
展，比如一定程度拉动就业，促使更
多的新兴消费应用落地等。结合消费

者不断提升的消费需求，本地生产厂
家可抓住契机，生产出标准化程度更
高的商品，实现本地产业的突破，进
而打响品牌让川货出川。顺应消费新
趋势争取做大做强，在消费新生态中
培育出更多新经济动能。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何谷 杨程

“京东到家改变了我的生活习
惯。”90后女生张玲家住锦华万达片
区，生活配套其实十分便利，但平时
工作忙，多数时间都在吃外卖。和大
多数的90后一样，注重生活品质的
张玲仪式感十足。“倒不是说外卖就
一定不健康，只是觉得工作节奏已
经很快了，有时间慢下来在京东到
家下单食材，给自己做顿饭也是生
活的情趣。”

“我一般都在永辉下单蔬菜、生
鲜，在沃尔玛买各种标准商品，哪个
超市什么值得买我都晓得！”“资格

老成都”刘娅打开京东到家APP向记
者分享自己的下单经验。由于没有
电梯，家里老人更没精力买菜，京东
到家配送上门给刘娅省了不少力。
刘娅还给记者做了一个比喻：“其实
跟我们逛市场一样，买多了就晓得
哪家菜好，哪家便宜，哪家能买到最
稀缺菜。而且价格比自己买还便宜，
送货上门也节约时间，真是减轻了
不少负担！”

京东到家数据显示，随着所提
供的即时零售服务100%覆盖6个主
城区，周边区县覆盖率达到80%，

即时零售已成为“毛焦火辣”的成
都人主流消费选择。2018年至今，
成都销售额位居全国第三。成都的
即时零售消费者集中在19~50岁人
群，主力消费人群为26~35岁，并呈
现全客群的增长趋势。过去一年，
在京东到家上购买水果、蔬菜的中
老年用户增长超过450%，“只吃新
鲜不屯菜”成为大叔和孃孃们的买
菜新习惯。除了水果消费力仅次于
北京之外，在家涮火锅的成都人花
在火锅底料上的钱更是全国平均
水平的6.2倍。

90后追求仪式感，老成都有新选择
即时消费服务主城区100%全覆盖

专家
观点

“即时零售之城”概念落地
为成都新经济发展拓展新场景

用户
故事

达
达
骑
手
正
在
取
货

民警和村民合力营救被困老人

罗乔爬下悬崖救人 小女孩获救后被及时送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