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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7日，重阳节。原本，69岁的四川宜宾筠
连县巡司镇冒鼓村老人王方书应该在家过重阳，
但是，重阳节前一天的6日，他因不幸被野蜂蜇伤
去世。

据家属和村民们介绍，5日晚，来自邻村的4
位村民，摘走了王方书家对门山头上的野蜂巢，
导致成群结队的野蜂“无家可归”，在方圆200米
左右的范围乱飞。

此前，当地已有多位村民被蜇伤，而大假即
将结束，孩子们将从野蜂出没地上学，不少家长
担心发狂的野蜂再伤孩子。

出门捡柴，69岁老人被蜇身亡

69岁的王方书终身未娶，没有子嗣，是当地
五保户，跟侄儿王成云一家生活。“他身体健壮，
体力强，是把干活的好手。”当地村民告诉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记者。

6日一大早，村民杨大贵出门干活，发现树林
中有成群结队的野蜂乱飞，有攻击人的趋势，吓
得绕道返回。在路口，杨大贵碰到正欲上坡的王
方书，提醒他树林有野蜂蜇人，王方书也吓得躲
回家了。

当天下午4时许，村民张从友看到王方书背
着背篓出门。不到一个小时，张从友听到对面竹
林里人声嘈杂。原来，王方书被野蜂蜇了，从山头
上滚落到山脚。村民们赶来，撵走野蜂，将全身青
一块紫一块的王方书送到筠连巡司中心卫生院
抢救。当晚10时左右，王方书死亡。

蜂巢被摘，野蜂成群乱飞

村民们告诉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事发
地附近“大包上”树林中，原本有两个巨大的野蜂
巢，10多天前被人摘走一个。王方书被蜇前，又被
摘走了另一个。

第一个蜂巢被摘走后，村民熊国光和胡以香
都被野蜂蜇伤过。“我去采茶叶，蜂群突然袭击
我，头上、背上、手臂、屁股等部位，被蜇伤10多
处。”胡以香逃跑时，还摔伤了手掌，考虑到经济
原因，胡以香没有去医院治疗，至今身上的蜇点
肤色仍然发黑。

熊国光是胡以香的小叔子，他被蜇伤后10天
左右，3处蜇点仍然明显红肿，并伴有发炎症状。
熊国光告诉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他是被一
只野蜂蜇伤的，而不是3只。“它们蜇人后，蜂刺不
会像蜜蜂一样断掉，而是可以反复蜇人。”

据村民们介绍，两个蜂巢都被邻村的村民
取走了。“但是，他们只取走了蜂巢，没有对野
蜂进行灭杀。”村民们认为，这给当地住户带来
安全隐患。

7日下午，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赶到冒鼓
村事发地，发现越接近“大包上”，头顶的野蜂就
越多。借助无人机飞到野蜂筑巢的树林上空，可
以清楚看到一棵杉树的树梢被砍掉了，还有野蜂
在树林上空飞舞。

村民透露，蜂巢原本就在树梢上，“摘蜂巢的
人把坠落的蜂巢抬到一边，用灭害灵驱走野蜂，
带走了蜂巢。”就在王方书被蜇前，村民黄世聪带
着小孙女在“大包上”附近也被野蜂攻击，幸好躲
进了密匝匝的茶树林，才躲过一劫。

律师说法：
摘蜂巢者应担责

据巡司镇中心卫生院工作人员介绍，近年来
当地蜂伤、蛇伤患者明显增多。同时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注意到，每到秋季蜂蛹成熟之际，总
有野蜂伤人的新闻见诸于报端。

去年10月12日，四川宜宾珙县68岁的余章芬
老人在自家地里挖红苕时被野蜂袭击，不幸身
亡。跟王方书一样，余章芬遇到的“杀人蜂”也被
人用灭害灵摘走了蜂巢，大量野蜂“无家可归”。

四川力发律师事务所律师唐法广表示，马蜂
受到攻击后通常会进行报复及回巢。摘取蜂巢者
应当认识到自身行为可能导致马蜂攻击附近人、
畜的危险。为此，应采取清理干净掉落在地的蜂
巢等消除危险、防止损害发生的注意义务，而行
为人未履行消除危险的义务，从而导致了被害人
受到回巢马蜂围蛰而死的损害后果。

唐法广认为，按照《侵权责任法》《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等规定，行为人应承担被害人丧葬
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
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
失等其他合理费用。

唐法广还认为，如果该马蜂窝处于交通要道
或人流密集之处，行为人有可能涉嫌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犯罪。

四川明炬（龙泉驿）律师事务所律师王仁根
表示，如能找到摘蜂巢的人，并能证明野蜂伤人
系因摘蜂巢引起，受害人及家属就可要求摘蜂巢
者承担侵权责任。同时，野蜂虽属无主物，但极具
危险性和攻击性，对居民存在安全威胁，政府部
门有义务在野蜂活跃期加强巡查，并予以消除隐
患；如政府未尽到该项义务，客观上存在不作为，
应当承担责任，给予受害者及其家属适当补偿。

8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从王方书侄女
处获悉，受害人家属已委托律师，决定走法律程
序为死者讨回公道。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罗敏

谁之过谁之过？？
野蜂发狂蜇死69岁老人
前一晚它们刚被夺走蜂巢

她是真的山村女孩吗她是真的山村女孩吗
她的视频靠别人策划她的视频靠别人策划
她背后有无网络推手她背后有无网络推手？？？

一袭白色婚纱拖在地上一袭白色婚纱拖在地上，，洁白的头纱在洁白的头纱在
风中飞舞风中飞舞，，手中捧着叫不出名字的野花……手中捧着叫不出名字的野花……
2121岁的左哈笑容迷人岁的左哈笑容迷人，，幸福全部写在了脸幸福全部写在了脸
上上。。不过不过，，左哈还是个单身女孩左哈还是个单身女孩，，她并非站在她并非站在
婚礼舞台上婚礼舞台上，，脚下只是一片黄土和杂草脚下只是一片黄土和杂草，，而身而身
上穿的也不过是塑料袋和薄膜所制的婚纱上穿的也不过是塑料袋和薄膜所制的婚纱。。

让左哈猝不及防的是让左哈猝不及防的是，，她穿着自制婚纱她穿着自制婚纱
的小视频突然火了的小视频突然火了，，并虏获了并虏获了100100多万粉丝多万粉丝
的心的心，，成为成为““网红网红”。”。脱下塑料婚纱脱下塑料婚纱，，她在山坡她在山坡
直播放羊直播放羊，，在山顶唱歌跳舞在山顶唱歌跳舞，，曾经在大城市打曾经在大城市打
工每月工资不到工每月工资不到20002000元的她元的她，，如今在大山深如今在大山深
处做直播月入上万处做直播月入上万。。

不过不过，，质疑也随之而来质疑也随之而来：：这个长相甜美这个长相甜美、、
多才多艺的女孩真来自大山多才多艺的女孩真来自大山？？她的背后是否她的背后是否
有网络推手有网络推手？？

日前日前，，成都商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多方走访红星新闻记者多方走访
调查发现调查发现，，左哈确实是一名偏远山村的女孩左哈确实是一名偏远山村的女孩，，
涉足直播也属偶然涉足直播也属偶然，，她渴望通过直播改善家她渴望通过直播改善家
庭窘况庭窘况，，也渴望美好爱情也渴望美好爱情，，却因婚纱太贵而不却因婚纱太贵而不
敢幻想去买真的敢幻想去买真的。。

走红走红：：
大山深处的“婚纱照”取材塑料膜
从四川省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城出发，驾车

需要1个多小时才能到达雪口山乡温水凼村，要前往
老虎堡，只能沿着崎岖的山路步行，再走1个多小时。

左哈的家位于老虎堡的半山腰，是一间普通的民
房，只是屋外放着的一个塑料模特和两个三脚架略显
特别。最初，左哈用塑料袋和薄膜制作衣服便是由这
个塑料模特试穿的，而三脚架方便拍照和拍视频。

“农村人没有好看的衣服，还不如穿这个塑料
袋好看。”左哈说，之前看到叔叔用黑色塑料袋和布
袋给笋子打捆，便突发奇想把黑色塑料袋做成了衣
服穿在身上，“酷酷的感觉。”后来她发现，将塑料袋
和薄膜做成婚纱更好看，黑色、白色、红色、绿色，各
种颜色的塑料都成了婚纱的材料，甚至还有床单、
彩条布等。

左哈从房间里拎出一件白色婚纱，上半身是气
泡膜，里面是废旧布料，裙摆大面积是塑料薄膜，为
了让裙摆更有型，塑料薄膜下面还有一层用稍硬的
化肥口袋缝制的内衬。“我身材不好，穿起来特别难
看。”她将婚纱紧靠在身前比划着，发出银铃般的笑
声。不过，这些用塑料制作的婚纱，所拍摄的“婚纱
照”通过网络飞出了大山深处，吸引了众多网友点
赞：“蛮有创意的，比真实的婚纱还好看！”“穿塑料
都那么好看，无与伦比的美！”“最美的婚纱，山坡的
手捧花，独一无二！”

一套套特别的婚纱让人惊叹，有不少人甚至称
赞左哈是“服装设计师”。在拍视频的同时，左哈也在
平台上玩起了直播：在山坡放羊，在林间采竹笋，在
地里种玉米，在屋后割猪草，在山顶唱歌跳舞……她
成了“网红女主播”。

当被问到粉丝喜欢她哪一点时，左哈不
假思索地说，可能是比较接地气吧，性格比
较开朗、直率，哭过笑过不记仇，还有很多人
喜欢看她唱歌跳舞。“这么多粉丝在支持我，
他们不是支持一个没用的人，而是一个积极
向上的人，所以我肯定会努力的。”

左哈认为，她始终保持着一颗感恩之
心。有人给她刷礼物，她很感谢，就点关注或
者给对方发吸粉视频来回报。有时她也想做
点本地特产送给一些粉丝，但一方面运费太
高，也怕他们不喜欢，所以最终没有做成。

有得亦有失。有一次，表哥让左哈发一

个视频，她说有点忙等下再发，没想到表哥
却生气了，“说我不是以前的表妹了，现在飘
了，耍大牌。”左哈伤心地哭了一场。在街上
有人认出来叫她“网红”，这让她很反感，“就
像怪物和小丑一样，我不太喜欢这个词。”

挣钱多了，有些人眼红。“有人说你一小时
就挣上千元，我辛苦上班累死累活一天才两百
元。”但左哈认为，她不偷不抢，是靠自己唱歌
跳舞的才艺所得。也有人指责她为了迎合粉
丝、搔首弄姿，丢掉了最初的淳朴，左哈承认一
部分原因确实是想多挣钱，但努力唱好歌、跳
好舞何错之有，也是为了让粉丝更开心。

谈到走红的塑料膜婚纱，左哈毫不掩饰
自己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她曾经多次被父母
催着相亲，好在如今做直播可以挣钱，可以多
挣点钱来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父亲没再催
了，但母亲还是担心女儿年龄大了不太容易
嫁出去。今年她谈过一个男朋友，但分手了。

“塑料膜婚纱好看，真的婚纱应该更好
看啊，但是真的太贵了，买不起，也不敢幻
想。”对于左哈而言，她渴望美好爱情的降
临，结婚时能拍一套美美的婚纱照，但她更
渴望通过直播改善家庭窘况，挣的每一分钱
都不能乱花。

对于未来，左哈说，线下，她帮父母做家
务、干农活、挖笋子、喂猪、放羊，线上就拍视
频做直播，没有什么特别的规划，只管做好
当下的事情，“未来就顺其自然吧，只要每天
努力一点点，相信一切总会变得更好。”

“你是电，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话，我
只爱你 You are my super star……”空旷的
老虎堡上，左哈在镜头前激情四射地跳着，
歌声传向远方，在群山之间久久回荡。她是
一个普通的山村女孩，也是自己心中的Su-
per Star。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顾爱刚 摄影报道

左哈说左哈说，，每场直每场直
播大概有一两千人播大概有一两千人
观看观看，，时长一两个小时长一两个小
时时 ，，打 赏 收 入 从打 赏 收 入 从
10001000元到元到30003000元元
不等不等，，目前平均每个目前平均每个
月收入能上万元月收入能上万元，，而而
以前她打工时一个以前她打工时一个
月才月才20002000元元

收入
猛增

左哈认为左哈认为，，她她
不偷不抢不偷不抢，，是靠自是靠自
己唱歌跳舞的才艺己唱歌跳舞的才艺
所得所得。。她渴望美好她渴望美好
爱情的降临爱情的降临，，结婚结婚
时能拍一套美美的时能拍一套美美的
婚纱照婚纱照，，但她更渴但她更渴
望通过直播改善家望通过直播改善家
庭窘况庭窘况，，挣的每一挣的每一
分钱都不能乱花分钱都不能乱花

面对
质疑

左哈说左哈说，，线下线下，，她她
帮父母做家务帮父母做家务、、干农干农
活活、、挖笋子挖笋子、、喂猪喂猪、、放放
羊羊，，线上就拍视频做线上就拍视频做
直播直播，，没有什么特别没有什么特别
的规划的规划，，只管做好当只管做好当
下的事情下的事情，“，“未来就顺未来就顺
其自然吧其自然吧，，只要每天只要每天
努力一点点努力一点点，，相信一相信一
切总会变得更好切总会变得更好。”。”

顺其
自然

镜头
之前

镜头
之后

村民眼中的村民眼中的““怪物怪物””
曾被父母训斥整天不干正事

最初，左哈的父母都曾激烈反对，直斥
她无所事事。

左哈拜师老乡后，俩人经常在一起拍视
频和直播，但师父是已婚人士，有部分亲朋
和村民在背后说闲话。当左哈在山上穿着塑
料和彩条布拍视频时，路过的村民也像看到
怪物一样小声地嘀咕。在小山村一些人的眼
里，声誉比什么都重要，父亲气得对左哈破
口大骂，“你可以不挣这个钱，我们也不花你
的钱，拍这些有啥子用嘛！整天不干正事！”

左哈还记得第一次开直播时，她穿着民
族服装唱歌，有100人左右观看，最终她挣到
了126元，这让她欣喜若狂。仅两三个月时间，
左哈的粉丝数就涨到了15万，打赏收入也水
涨船高，父母才逐渐改变了态度，没有反对。

“以前直播主要内容是生活（放羊、干农
活），现在主要是分享快乐（唱歌、跳舞）。”左
哈说，每场直播大概有一两千人观看，时长
一两个小时，打赏收入从1000元到3000元不

等，目前平均每个月收入能上万元，而以前
她打工时一个月才2000元。

据左哈介绍，以前父亲放羊，家里没钱用
时就卖羊，加上挖山药、笋子，一年家里总收入
大概4、5万元。而4、5年前，大哥结婚，家里几十
年的积蓄都掏空了，还跟亲戚朋友借了不少
钱。在左哈直播后，家里的生活费、弟弟读书，
加之亲戚朋友人情往来，替哥哥还彩礼欠下的
债，都由她支出。左哈的父亲换了普通的智能手
机后，有时放羊也会点开看女儿直播。不过，以
前4、5个月才用100元话费，现在一个月不到就
100元，这让他很心疼，舍不得，赶紧去换了套
餐，回家后才连上热点，与亲戚朋友聊聊微信。

“加起来直播挣了10多万元，我都交给
父亲了。”虽然现在收入高，但左哈并没有乱
花。她说，她不爱买衣服和高档化妆品，除了
用一些简单的化妆品画个淡妆，大多时候她
都素颜出镜。她还自称是个吃货，一般都是
买吃的，但最爱方便面和辣条。

不被理解的困扰不被理解的困扰
靠才艺挣钱却有人指责搔首弄姿

未来
向往爱情 但不敢奢望买真婚纱

月入上万 背后没推手 渴望改善家庭

网红山村女孩
追梦人生

质疑质疑：：
山村“网红女主播”身后有推手？
不过，质疑声也随之而来：这个长相甜美、多才

多艺的女孩真来自大山深处吗？是不是城市女孩跑
到山村靠直播作秀挣钱？她是什么学历，能设计出这
么好看的“婚纱”？她背后是否有网络推手，谁在给她
出点子、拍视频？

面对质疑，左哈无奈苦笑。“我确实只是一位普
通的山村女孩啊！”今年21岁的左哈从小就在老虎堡
出生、长大，在家排行老二，上有一个哥哥，下面还有
弟弟。因为家里穷，她读完初中便没再继续读书了。

2015年，当时17岁的左哈和一位老乡第一次走
出大山，来到成都一家餐馆当服务员。“每个月工资
1900元到2000元。”左哈省吃俭用，一年多时间挣了2
万元回家过年。

如果不是母亲意外出车祸受伤，也许左哈将一
直在外打工。2018年春节前，左哈辞掉工作回家照顾
母亲。偶然的机会，左哈认识山脚下做摩托车生意的
同乡，听说他在快手有10多万粉丝，玩直播有打赏可
以挣钱，于是便拜其为师。

去年2月28日，左哈和弟弟一起身穿黑色塑料
袋，拍了一条模仿凤凰传奇的视频。“第一天下午四
五点发的，因为山上信号不太好，发了就没怎么关注
了。”但第二天左哈发现，该条视频播放量达到了135
万次，粉丝从原来的不到百人涨了两三万。

这一切来得如此突然，左哈都不敢相信自己的
眼睛。在用塑料袋和薄膜制作婚纱后，她彻底火了。
从“打工妹”到“女主播”，左哈收获了100多万粉丝。

左哈说，拍视频也好，做直播也罢，内容都是她
自己想的，有的是架着支架自拍，有的是弟弟放学后
或周末时间拍的，偶尔父母也会帮忙拍。有人质疑，
也有更多人为她“加油鼓劲”，并给她“刷礼物打赏”，
这让她感动不已。

左哈正在山上直播

左
哈
展
示
自
己
制
作
的
婚
纱

山村女孩穿塑料婚纱直播走红

受害人王方书伤口发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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