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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灾救灾
初衷只是“因为有这个能力”

谈到这次让自己“暴得大名”的救援之
旅，许亚萍已经不愿再去过多回忆细节，“因
为已经跟不同的媒体说了无数次了”。她反复
强调，自己之所以能够在第一时间产生前往
灾区救援的念头，并很快付诸行动，主要是因
为“自己有这个能力”。许亚萍说，自己的助理
就是临海人，“在得知家乡受灾严重后，她很
着急，但也没有办法，因为她不具备这方面的
技能。我当时就想，既然我能干这些事，那我
就去干吧，这应该是是一种本能。”

10日下午，受超强台风“利奇马”影响，台
州临海市境内的河道水位急速上升，洪水冲
进台州府城墙内，导致老城区积水深达1.5米，
当地警方发布消息，紧急征用冲锋舟救援被
洪水围困的群众。台州人施金宝自发和朋友
一起购买了20条冲锋舟，并通过微信征召驾
驶员。当晚，身在杭州的许亚萍得知情况后，
立即与微信群中同样打算赶赴救援现场的浙
江湖州蓝天救援队3人小组结队，带上抛绳
带、救生衣、手套、小刀、哨子、保暖衣物等连
夜出发。“一路上我们都在不停刷救援信息，
找加油站给冲锋舟备油。”

大约11日凌晨2点，许亚萍一行赶到现
场，许亚萍回忆，当时街上的水已没过汽车引
擎盖，水里漂浮着各种杂物，建筑垃圾、塑料
瓶、木块、泡沫箱、生活垃圾等杂物，极易缠住
冲锋舟，许亚萍等人只能一会儿开艇一会儿
下水步行推船，十分耗费体力，“具体开了多
少趟已经记不清了，当时一心想着能多救几
个群众，到11日下午2点多救援结束，转移了
30多名群众吧，大家一刻都没休息。”

出名出名
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

8月11日中午，水位开始下降，许亚萍和
其他社会力量开始撤离。当许亚萍坐下来休
息时，全然不知她自发参与救援的新闻已上
了热搜。在网上广为流传的一张照片里，许亚

萍穿着救生衣、戴着鸭舌帽，脸上未施粉黛，
还有些憔悴，眼神却异常坚定。谈到这张照片
时，许亚萍还有些不好意思，“我也不知道怎
么被拍下来的。”

1982年出生的许亚萍，人生只能用“彪
悍”来形容，2001年进入中国国家队后，作为
中国皮划艇队领桨手，2002~2006年获得过四
次世界冠军。2010年退役后，她前往美国留
学，回国后成为浙江大学的体育老师。工作之
余她以自己熟悉的水上运动为载体积极推广
体育运动教育理念，2012年，她带头创建了浙
江大学学生水上运动俱乐部。2013年，浙江余
姚发生洪灾，曾经有当地机构联系到浙大学
生水上运动俱乐部，希望能够获得人力和器
材以参与救援。虽然许亚萍是水上运动的世
界冠军，但当时的她并不具备系统的水上安
全知识，因此未能成行，这也成为她人生的一

大遗憾，成为她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2014年，在学校的支持下，许亚萍专门去

接受了国际水域救援课程培训。在经受一系列
魔鬼训练后，比如扛着七八十斤的冲锋舟发动
机重装跑步，许亚萍成为国际水域救援IRIA亚
洲首位R4女训练官。国际水域救援IRIA专业
级训练官等级，最高为R5，之前全球仅十余人
且无女性，许亚萍是亚洲首位女性R4训练官。

生活生活
一个不甘寂寞的灵魂

熟悉许亚萍的浙江媒体记者，对她的评
价是“活跃”。退役后，除了自己的专业水上运
动、“副业”水上安全普及等之外，她还活跃在
各个领域：她长期作为浙江媒体的特约撰稿
人，写出了大批高质量新闻作品；她还是博客
达人，现在在网上依然能够找到她那等级为
10的新浪博客；她作为主编参与了中国皮划
艇协会《公开水域皮划艇》教材的编写和教练
员培训体系的标准制定，主编了皮划艇入门
漫画书《跟世界冠军学皮划艇》。

此外，她还担任湖州市水上运动协会会
长、中国皮划艇协会青少年委员会主任，联合
中国皮划艇协会和大学生体育运动协会，主
办首届全国高校教练员培训班，为水上运动
源源不断地输送专业人才和业余爱好者。

不过，在这次救援之前，许亚萍最大的名
气，来源于几档著名的综艺节目。2011年7月2
日，29岁的许亚萍来到《非诚勿扰》担任女嘉
宾，当时也是引起外界的热议。她参加了21期
节目的录制，其中一期还在灭灯后依然被男
嘉宾跪地求婚！虽然最后没有牵手成功，但许
亚萍在这个舞台上展示了自己世界冠军妩媚
可人的另一面，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2018年5月，许亚萍还参加了浙江卫视综
艺节目《奔跑吧，兄弟》的录制，在节目里，她
在岸上教热身，在水上指导技术动作时严肃
负责，而与明星们交流时也应对自如、敢于表
达……节目播出后，许亚萍身上多了一个新
头衔——“麻辣教练”，而她也对这个头衔非
常喜爱，现在她的微博名称，就叫“麻辣教练
许亚萍”。

未来未来
全力普及水上安全和自救

如今，许亚萍似乎已经成为中国水上运
动的推广大使，以她自己的方式，在推动着中
国水上运动和水上安全和自救知识的普及和
发展，许亚萍说，之所以在接受采访时不断强
调“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是基于种种灾害
中出现的残酷现实，“退役后这近十年时间，
我花了很多精力去研究水上运动的安全问
题。我认为，目前国内在水上运动安全保障方
面的工作有待加强。洪水里有很多的不可预
见的因素，如果普通人去参与救援工作，可能
伤害最大的不是被救的人，而是救援的人。所
以我觉得应该由专业的人来参与救援工作，
其他的人可以在后方辅助。而且，不光是洪水
灾害，就算是平时普通的水上运动，如果没有
好的安全管控，这些运动怎么去开展？”

许亚萍表示，自己这些年一直在做水上安
全方面的普及工作，只是以前并没有被外界关
注，“我们这个项目也不是热门的项目，大家可
能也不认为我们水上运动这一块还可以帮助
到灾区、对救灾有这么大的帮助吧。”据许亚萍
透露，她和团队目前已经在做建立水上安全体
系的相关动作，“这个体系初步的方案都已经
出来了，这是我们日常老百姓、学生可以积极
自救和它救的最基本的方式方法，我们会持续
给全国每年培养的水上运动教练员教授一些
基本的水上安全和自救的一些知识。”

谈到未来，许亚萍希望能够成立一个和水上
运动有关的基金：“该基金将旨在推广水上运动
和相关的安全教育，招募和培训水上运动项目安
全志愿者，同时针对水上项目的安全评估给出建
议，以及引起社会和政府对水上项目的关注和
投入。目前排球、篮球项目领域都有世界冠军设
立类似的基金。已经有一些企业家和政府部门
的人给我们出谋划策，后续我希望有更多专业
的力量给我们提供帮助，希望这个基金能运转
起来，可持续地运作下去。以后如果有类似的事
情发生，我们可以提供更多、更专业的援助。”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何鹏楠 实习
生 窦慧敏

“麻辣教练”许亚萍的彪悍人生

从皮划艇世界冠军
到《非诚勿扰》女嘉宾
再到救灾英雄

“麻辣教练”许亚萍火了，因为
在台风“利奇马”过境，给浙江沿海
城市带来严重内涝灾害，这位前皮
划艇世界冠军自发前往灾区，驾驶
冲锋舟参与救灾工作，不眠不休12
个小时后，抢救转移了三十余位受
灾群众。这一壮举被媒体广泛报
道，还登上微博热搜榜，得到外界
的一致好评，网友们称之为“学以
致用的最高境界”。

因为皮划艇运动的“小众性”，
即使拿到世界冠军，运动员时期的
许亚萍依然是“默默无闻”的，反倒
是她愿意尝试新鲜事物的性格，让
她在退役后，凭借多次参加综艺节
目，获得了很大的关注度。然而，无
论是《非诚勿扰》女嘉宾，还是《跑
男》女教官，所带来的关注度和荣
誉感，显然都无法与这次相比。尽
管许亚萍一再强调只是自己应该
做的事情，但无论主动还是被动，
她都以她特有的方式成为中国水
上运动的推广大使。

救灾英雄

《非诚勿扰》女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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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货”能力强劲 提升西安旅游 助力优酷拉新

《长安》红利，还在继续

2019年8月15日
星期四

优酷欲继续打造长安IP

8.5分，这是《长安十二时辰》完结后的豆
瓣最终评分，从6月27日低调在优酷播出至今，
共有超过24万人在豆瓣评分，尽管有声音质疑
后期过于拖沓、结尾仓促、徐宾是幕后主谋的
设置并不合理，但并不妨碍这部古装剧成为今
年夏天的爆款。虽然已经收官，《长安》在豆瓣
上仍是“一周华语口碑榜剧集榜”的No.1，在艺
恩数据的播映指数上排名第一。

《长安》紧凑的故事、有意思的细节、精致
且高还原度的服化道和电影质感般的画面
……这是《长安》开播前圈粉的重要原因，更重
要的是，该剧有各种性格各异的人物，他们不
能用正派、反派这样简单的规则来划分。虽然
主角是张小敬和李必，但剧中的配角如狼卫曹
破延、户部八品小吏徐宾、何执政、郭利仕、龙
波、崔器、姚汝能等都是有血有肉的复杂人物，
正是因为这些丰满的配角，才细致入微地编织
出了这副长安画卷。

如今，《长安》已经收官，不过，关于长安关
于张小敬、李必、檀棋的故事还会继续，优酷方
面表示，将继续打造长安这一IP。该剧导演曹
盾透露，在拍摄时他脑海里就浮现了何家村的
故事，正在联合《长安》的原作者马伯庸和优酷

一起，拍摄另一部长安的故事，故事中依然有
张小敬、李必、檀棋甚至小乙。

将提升国产剧服化道水平

《长安》的出现，对国内电视剧市场也影响
深远。

总制片人梁超在接受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采访时透露，他曾和曹盾探讨过一个问题：美国
有美剧、日本有日剧、韩国有韩剧，中国也有电视
剧，为什么中国的剧不能叫华剧，或者叫国剧？也
是因此，他们希望《长安》不仅能让年轻人关注中
国传统文化里真正发光的内容，也能让中国优秀
的传统文化走出去。据悉，《长安》已经成功出海。
7月1日起，该剧陆续在海外多地上线，除了日本、
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越南等亚洲国家，该剧
还在维姬（Viki）、亚马逊和Youtube以“付费内
容”形式在北美地区上线，这也是国产剧在国外
的平台首次进入包月付费区。

除此之外，《长安》在服化道方面的严苛也
将影响未来的国产古装剧。《长安》在服化道上
执行着严苛的标准，团队参考了大量唐朝时的
文物如壁画、书画和史料，尽量在服装、头饰、
饰品等方面做到还原。一位制片人就告诉记
者，如今国内影视剧在服化道方面越来越重

视，《长安》或许算是近几年国产剧服化道最精
美的剧，参照这种标准，以后的古装剧在服化
道方面会更上一个台阶。

优酷、西安或成最大赢家

要说《长安》的最大受益者，首先得说这部
剧的发生地——长安，即如今的西安市。飞猪
数据显示，西安旅游周预订量同比增长27%，
其中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大唐芙蓉园、陕西
历史博物馆等地成打卡热门地。事实上，《长安
十二时辰》的“带货”能力远超想象。淘宝数据
显示，剧上线后，火晶柿子的搜索量突增
2127%；天猫读书数据显示，原著纸质书购买上
涨862%；书旗数据显示，原著电子书阅读人数
日均环比增长818%；饿了么数据显示，水盆羊
肉订单量全国环比增长11%，其中北京地区的
环比增长暴增133%；

对于《长安》的播出平台优酷来说，这一次
也是赚得盆满钵满。对于视频网站来说，一部
热播剧最大的优势就是拉新会员。一直以来，
优酷、爱奇艺、腾讯这三大平台的会员人数中，
优酷的会员人数排名最末。从2017年10月到
2018年9月，三个平台的用户量都有一定程度
上的下滑。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优酷COO庄

卓然告诉记者，数据显示，《长安》在会员收入
和拉新各个指标上都创造了优酷2018年以来
剧集的新高，爆款拉动下，优酷日均活跃用户
和会员增速也迎来了历史新高，优酷暑假会员
增幅比去年涨了三倍，“无论是口碑还是产生
的热度和价值体现，它是标杆，是今年夏天的
一个文化符号，这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个点。”

公开资料显示，《长安》整体制作成本近6
亿元，为真实还原大唐风貌，剧组耗资5000万
在象山影视城建了座唐城，还原小说中长安一
百零八坊。2017年，优酷以每集1220万价格拿
下了网络独播版权，按照48集来看，投资基本
保本。值得一提的是，该剧主要的出品方包括
优酷、娱跃文化、留白影视、仨仁影视，联合出
品方包括阿里影业、猫眼影业等11家公司。记
者注意到，该剧投资方和购买方都有优酷，而
阿里影业、曹盾导演控制的仨仁影视和优酷也
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优酷就持有仨仁影视10%
的股份，单这一点关系来看，优酷的一买一卖，
也是左手到右手，毫无疑问是赚了。

此外，一个平台播出一部剧的盈利方式还
包括广告。记者注意到，如果没有会员，在看剧
前将“享受”100多秒的广告时间，而即使是会
员，也会有片头广告、中插广告和浮窗广告，单
就广告这一块，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忙了一天，张小敬终于可以休
息了！”这是不少剧迷在《长安十二
时辰》（以下简称“《长安》”）完结后
的感叹。张小敬远走，李必上山，檀
棋入宫，三人分别后各行一方的黑
白大结局，让不少剧迷意难平。

剧已落幕，但《长安》的长尾
效应仍在释放，作为这部剧的播
出平台，优酷获益颇丰，会员拉新
创下新高，暑假会员增幅比去年
涨了三倍。此外，还将携手导演曹
盾、原著作者马伯庸继续打造“长
安”这个IP。另一方面，西安这座
千年古城，正在因为这部剧享受
美食、旅游等多个行业的红利。

李永康小说
入选《新编中国小小说选集》

昨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从
成都市温江区作协获悉，由加拿大多伦
多英语教授、翻译家黄俊雄博士选编、
翻译的《新编中国小小说选集》三卷本，
近日由加拿大多伦多卓识学者出版社
正式出版。成都市作家协会副秘书长、
小说委员会委员、温江区作协主席李永
康的小小说《酒干倘卖无》分别选入该
书第一卷、第三卷。

据悉，《酒干倘卖无》一文1997年在
上海《文学报》发表，先后被《作家文摘》

《微型小说选刊》转载，被部分省市选为
高考语文模拟试卷，入选外文出版社《中
国小小说选集》（英译）、《1976-2000中
国新文学大系 微型小说卷》等十余种
选本。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陈谋

多家上市公司参与投资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注意到，《长
安》一众出品方背后也有多家A股上市公司，
如华谊兄弟、*ST印纪、天神娱乐等，不少股
民在股吧感叹，不知道《长安》的火爆是否能
带动股价的飘红。

不过，《长安》的联合出品方中，霍尔果斯
印诚纪年影视娱乐传媒有限公司的日子并不
好过，该公司是A股上市公司*ST印纪的全资
公司。成立于1992年的印纪传媒，原本主营广
告业务，2014年借壳高金食品在A股上市。参
与《钢铁侠3》大获成功后，便逐渐加大在影视
业的投资。到了2018年，公司业绩急转直下，
巨亏17.9亿元。由于公司主要银行账号被冻
结及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影响，印纪
传媒今年4月正式披星戴帽，成为*ST印纪。
而其实际控制人肖文革，早在去年末就被多
家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相关人士认为，尽
管《长安》成了爆款，但该剧制作成本不低，加
上相关上市公司投资比例不高，指望靠电视
剧改变困境，恐怕是杯水车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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