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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然跳入冰冷水中

“救人哥”太帅！
两名双流市民在雅安龙苍沟景区跳入水中

勇救落水者的行为被网友点赞

“世界珍肴”松露
可人工培育了！

攀枝花这项培育方法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有人落水啦”，“快来人帮忙啊”……11月16日，在四川
雅安龙苍沟景区内突发紧急事件，一位妇女因物品落入水中
去打捞时不慎滑倒在冰冷的水中，现场传来阵阵呼救声。

情况危急，来自成都双流的两位市民正好徒步路过此处，
没有丝毫犹豫跳入冰冷的水中，与众人一起将落水女子救起。

看到落水者安全送医后，嘴唇发紫的两人没有留下姓名
悄然离开，然而他们救人的一幕却被网友拍下，发布到网络
上获得了众人点赞，称：“冰水中救人太帅了！”11月19日，记
者找到了两名“救人哥”——郑鸿、张连成，面对赞扬，他们
说，啥子都没考虑，第一反应只想要救人！

11 月 16 日，郑鸿、张连成跟着
团友们一同来到四川雅安龙苍沟
景区徒步游玩，下午3点左右，经过
一处观景台附近时，突然听到远处
传来呼救声，“有人落水啦”，“快来
人帮忙啊！”他们赶快跑了过去，此
时已经有很多人在围观，群众说一
女子手机落入水中，在去打捞时不
慎滑倒在水中。

他们连忙绕到一处距离水面5
米多的岩石边，翻过围栏、顺着岩
石缝隙溜下河边去。远远地，他们
看见有个穿红衣的人已沉下水面、

正在挣扎。郑鸿见状不顾自身安
危，毅然跳入冰冷刺骨的水中救
人，只见河水没过了他的脖子。

这时，郑鸿才回过神来，“我自
己也不会水啊，咋办？”就在这危急
关头，同行的徒步好友张连成跳入
水中将其拉住，两人沿着边沿游向
落水者，这时，陆续有几个年轻人下
来，几人在水中托举、在岸上拉拽。

经过大约10分钟，终于将这位
红衣妇女营救出水，由于救助及
时，落水者无生命危险，并在家人
的陪伴下离开了。

看到落水者得救、送医了，郑鸿、
张连成浑身湿透、嘴唇发紫，没有留
下姓名悄然离开了现场。

然而，他们救人的一幕却被网友
拍下，发布在网络上，这两位“救人
哥”在关键时刻能够挺身而出的现场

视频在朋友圈里、抖音里传开后，
看到的人纷纷表示，冰水中救人
太帅了。

事后，网友发现救人者是双
流雄鹰户外休闲徒步群的团员，
两人所在的徒步群还发布了通
告，对两人舍己救人先进事迹进
行表扬。“遇到游客不慎掉入河
中，特别是郑鸿在自己不会游泳
的情况下。他们不顾自身安危，毅
然跳入冰冷刺骨的水中救人。”徒
步群负责人樊先生说，为了弘扬
正气和宣扬正能量，让更多的人
投入到见义勇为当中来，经管理
小组讨论，一致通过对郑鸿和张
连成舍己救人的事迹在群里进行
通报表彰，希望群里所有人向他
们学习，另外群里决定免去两人
一个月的出游费用予以鼓励。

11月19日，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辗转找到了两位双流好人：
郑鸿、张连成，回想起当时场景，他
们坦言“真的惊险”。

16 日下午 3 点左右，郑鸿和好
友张连成等人正在景区徒步，突然
听到从几十米外传来阵阵呼救的声
音，他们连忙跑过去看，有一女子落
水。“当时啥子都没想，第一反应只想
要救人。”郑鸿说，虽然自己不会水，
但心中救人的信念让他勇敢地跳入
河中救人，本以为水不深，可以走过
去，不料苔藓太滑，水太深，自己在水
中无法站稳，滑倒呛了几口水。见状，
好友张连成也跳进水中，将其拉起，
两人沿着边沿游向落水者，并同其他
热心市民一起将落水者拉上了岸。

张连成回忆，当时水温只有几
度，上岸后浑身湿透了，没有衣物更
换，冻得直哆嗦。两人赶紧走出景区
回到大巴车上，后来坐了约一小时
的车程抵达雅安市区，才买到了新
衣服换上。对于他们见义勇为的行
为，张连成也说当时一心只想救人，
没有过多考虑，不过让他感到暖心
的是，当他们上岸离开时，突然一名
三四岁的小孩子跑来喊了他，将半
个沙琪玛递给张连成，说：“叔叔，您
辛苦了，给您吃。”那一刻，张连成
心温暖了。

许继刚 焦裕理 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 张肇婷（图片由徒步群
提供）

女子意外落水
徒步者毫不犹豫跳入水中救人

“救人哥”系
徒步爱好者

他们说：
第一反应只想救人

网友点赞
关键时刻挺身而出 水中救人太帅

在欧洲人眼中在欧洲人眼中，，松露松露、、鱼子酱鱼子酱、、鹅肝并列鹅肝并列““世界三大珍世界三大珍
肴肴”，”，属于高贵食材属于高贵食材，，特别是法国黑松露特别是法国黑松露、、意大利白松露更意大利白松露更
是价超黄金是价超黄金，，物稀难求物稀难求。。

松露松露，，又称块菌又称块菌，，由于对生长的环境极为挑剔由于对生长的环境极为挑剔，，人工种人工种
植极为困难植极为困难。。在我国在我国，，它主要分布在云南及四川攀西地区它主要分布在云南及四川攀西地区。。
其中其中，，以四川攀枝花为中心以四川攀枝花为中心，，方圆方圆200200公里又是核心产区公里又是核心产区。。
人工种植的困难人工种植的困难，，导致它的出产稀少导致它的出产稀少，，成为难求的食材成为难求的食材。。

不过不过，，现在这种珍贵食材也可以通过人工培育获得了现在这种珍贵食材也可以通过人工培育获得了
————1111 月月 1919 日日，，记者从四川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获记者从四川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获
悉悉，，攀枝花块菌菌根苗培育方法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攀枝花块菌菌根苗培育方法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这为攀枝花块菌的成功栽培奠定坚实基础这为攀枝花块菌的成功栽培奠定坚实基础。。

在我国，块菌寄生在华山松、
栎类植物根部，俗称无娘藤、无娘
果、猪拱菌等，主要分布在云南及
四川的攀西地区。其中，以四川攀
枝花为中心，方圆 200 公里是核
心产区，2008年攀枝花被国家命
名为“中国块菌之乡”，2013 年

“攀枝花块菌”被国家质检总局公
告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最近十余年来，随着块菌逐
渐被人熟知及出口增加，导致其
身价暴涨，最高达到上千元一公
斤。而在利益驱动下，还没到成熟
的季节，当地很多村民提前上山
采挖，一度导致产量下滑。

因此，人工培育块菌的意义
也更为重大。攀枝花是国内最早
开始研究人工种植块菌的地区之
一。为实现攀枝花块菌的人工栽
培，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四
川省食用菌创新团队、攀西食药
用菌栽培岗位团队通过多年的研
究，突破了攀枝花块菌菌根苗培
育技术。

记者从攀枝花林业局获悉，
2007年，攀枝花市在盐边县新九
乡建立了 10 亩块菌种植实验园
开展块菌人工栽培技术研究，

2017 年 11 月实验园成功产出 9
枚印度块菌，实现了块菌栽培的
零突破。2018 年，盐边格萨拉仿
生栽培种植园初产印度块菌 11
枚，实验园内 80%的块菌树有明
显的火烧圈迹象，预计 5 年内将
有块菌陆续产出。同时，攀枝花
市引进的法国黑孢块菌、波氏块
菌和国内攀枝花块菌、夏块菌品
种经过 2 年栽培，菌根生长情况
良好，预计在2020年左右会有块
菌初产。

日前，攀枝花块菌的菌根苗
培育方法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
权。“该菌根苗培育方法包括：攀
枝花块菌菌种的收集和保藏、攀
枝花块菌菌剂的配比及制备方
法、美国山核桃种子收集和保藏、
美国山核桃无菌苗的培育、接种、
接种攀枝花块菌后的菌根苗的培
育。”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专
家表示，利用美国山核桃接种攀
枝花块菌，填补了温度较高区域
没有合适经济果树与块菌结合的
空白，采用特有的块菌菌剂组成
和配比，接种菌根感染率大于
85%，大大提高苗木成活率，技术
应用前景广阔。

由于块菌属林地地表下野生
资源，适生范围分散，目前还没有
简单、快速、低成本鉴定块菌来
源、块菌采挖时间的检测手段，从
块菌采挖到市场监管存在局限
性，制定块菌保护法律法规及后
期执法均存在一定困难。

为加强块菌资源保护，2014
年攀枝花召开了“攀枝花块菌”产
业发展工作座谈会，组织相关单
位及块菌经营企业针对攀枝花块
菌产业发展相关工作进行了讨
论，并就保护攀枝花块菌资源发
出倡议。2018 年，攀枝花市发布
了《敬畏自然，科学合理利用稀缺
资源——块菌（松露）倡议书》，通
过对块菌知识介绍、如何识别成
熟块菌、块菌采集成熟期等方面
开展宣传，呼吁科学合理采收和
节约有效利用块菌资源。

攀枝花市林业部门表示，为
加强块菌资源保护，主要从以下
方面着手：一是加强块菌生产加
工企业自律，不在块菌未成熟季
节收购块菌；二是加强成熟块菌
鉴别宣传，提高市民认识和鉴别

能力，不购买不成熟块菌；三是推
行块菌资源地承包，发动企业、专
合社等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组
织，承包盛产区块菌采挖权，同时
提高承包者保护和管理意识，进
而有效保护块菌资源。

记者了解到，目前，攀枝花市
建有块菌人工栽培基地 140 余
亩，但因块菌生长周期长，受自然
环境、人为影响、栽培管理技术等
因素影响，大规模推广栽培技术
仍存在一定限制。

为进一步加强科技研究和
技术推广，攀枝花将在盐边县、
仁和区条件适宜区域采用块菌
菌根苗造林，进一步扩大块菌
栽培示范基地，开展人工栽培
和仿生栽培实验；同时，加大已
栽培的 5 个商业块菌的研究力
度，完善相关科技指标和栽培
技术规范，力争 5 年内实现印度
块菌品种的优质高产，突破其
余 4 个品种栽培技术瓶颈问题，
研究野生块菌的保护性采集和
人工促繁技术措施，逐步恢复
和提高块菌产量。

攀枝花林业局工作人员表
示，块菌（松露）在农历立冬（11
月）后才开始逐渐成熟，成熟期从
每年11月（农历立冬日）到次年2
月下旬，最佳采收期12月1日—2
月28日。夏秋季（6-10月）正是块
菌子实体生长成熟的关键时期，
此时采收的块菌不成熟、营养价
值低，且没有成熟块菌的特殊香
气，价格不到成熟块菌的十分之
一，建议消费者不购买未成熟的

块菌。
对此，攀枝花林业部门呼吁：

摒弃野蛮、掠夺式采集，避免夏秋
季采集，杜绝幼嫩松露上市，拒绝
无效消费。不掠夺式采挖块菌，做
到用准确、科学的方法寻找块菌
菌塘；不乱挖滥采，不采挖小于2
厘米的块菌，采挖后回填菌坑，不
破坏寄生树根；不收购、出售、品
尝未成熟的块菌。 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记者 江龙 摄影报道

攀枝花块菌菌根苗培育方法
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突破

建设人工栽培基地140余亩，
还将采用块菌菌根苗造林行动

林业部门：摒弃野蛮、掠夺式采集
杜绝幼嫩松露上市呼吁

救人者张连成（左二）和郑鸿（右二）

郑鸿跳入水中救人

松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