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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五粮液取得了辉煌成就! 头顶无数
光环!荣耀满满!并且成为了酒都宜宾的名片"

其实!从唐代的# 春酒$和# 重碧酒$%宋代的& 荔
枝绿$%明代的& 姚子雪曲$!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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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更名为
& 五粮液$! 五粮液的品牌之路经历了漫长的历
史时期!逐步铺垫而成'

五粮液首次面向世界! 是在
#$#&

年的巴拿

马万国商品博览会上!时任& 利川永$老板邓子
均立刻选了上好的百罐陈年五粮液! 亲自押运
前往遥远的大洋彼岸" 由于土陶罐装的五粮液
很不起眼!无法引起参会者的注意!于是邓子均
急中生智!将一罐酒悄悄放在人多的地方!有意
让拥挤的人群& 不慎$将酒罐踢倒摔破" 五粮液
的酒香四溢!引来众多人的关注"在一片赞誉声
中!五粮液独揽风光!获得本次巴拿马万国博览
会金奖"

然而! 五粮液开始规模化发展是在新中国
成立以后"

#$&"

年!整改当中的五粮液脱离了传
统的小作坊!开始国营化运转" 随着改革开放!

五粮液在王国春董事长的带领下快速成长" 在
#$$&

年的第
&%

届世界统计大会上!荣获& 中国酒

业大王$称号" 同年!王国春等领导带着五粮液参
加了巴拿马第十三届国际贸易博览会! 并且再次
获得了金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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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第
#'

届中国最有价值品牌
#%%

榜中! 五粮液以
&"'(#'

亿元的品牌价值再度
蝉联中国白酒行业的榜首!成了名副其实的& 白酒
大王$"

五粮液作为中国民族企业的代表! 肩负着历
史和社会赋予企业的双重责任"多年来!五粮液积
极参与各种社会公益事业! 在教育上为贫困地区
建立希望学校!改善当地孩子求学难的状况(在拥
军中给部队官兵送关怀%送温暖!积极寻求与部队
的合作(在民生上为落后贫困地区出资出物(在抗
震救灾中!为前线官兵送水送食物!为灾民提供物
资和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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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汶川地震!令都江堰外国语

学校变成一片废墟!五粮液得知消息后承担起了学
校的重建工作!为广大师生带来了鼓舞和希望" 据
统计在汶川地震中!五粮液先后为灾区重建和捐助
善款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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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万元" 今年青海玉树地震!五粮液又
是在第一时间向灾区捐助了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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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的物资!

为灾区解决了燃眉之急"

五粮液从远古走来!从涓涓细流汇聚成滔滔巨
浪!随着长江的浪涛一泻千里!融入浩瀚的海洋!奔
向世界"如今!在中国白酒金三角的战略指导下!酒
都宜宾*五粮液酒文化特色街区举行了奠基仪式!

标志着以五粮液酒为核心!生态公园+旧州塔公园%

酒文化博物馆%影视城%流杯池酒文化主题公园%商
业步行街为附加产业的规划正式动工建设!进一步
为五粮液增添了强大的实力和坚实的后盾"相信不
久的将来!五粮液定能飘香世界"同时也相信!在五
粮液的带领下! 中国白酒也能像中国制造一样!纷
纷迈出国门!走向世界的舞台"

!

五粮液的品牌之路

小龙女,& 睡绳哥$-

杭州城站火车站搬运工& 以绳为床$走红网络

金庸先生的. 神雕侠侣/一书中!曾经描述过小龙女在古墓中以绳为床!可以在上面休息睡觉+随意翻身)

如今!在杭州的城站火车站!也隐藏着这样一位& 武林高手$!他可以淡定地躺在一根绳子上小憩!还被人拍
到照片上传新浪微博!& 睡绳哥$的名声很快传遍大江南北) 日前!记者找到了& 睡绳哥$本人!并一睹他以绳为床
的& 绝世武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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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帖称!近日广州政府各部门间流传着某处
长& 情妇$写的日记!日记记录了她与某处长间的
情感纠葛和性丑闻) 而该处长也因此被调查) 这
件事的消息在当地已被封锁)& 具体是哪个处长
也不太好说了!总之此人还是有点料的!把他情
妇的日记发上来!叫大家看看当官的都是怎么寻
欢作乐的) $

尽管帖子中没有透露这位处长的姓名以及
工作单位!却同时把一位广州市处级干部的照片
和他写过的一本书的封面放在网上!一切皆指向
了广州市政府一位姚姓处长)

& 情妇日记$全文近
"

万字!落款时间为
"%%$

年
+

月)& 日记$详细描述了她和这位处长的情感
纠葛!内容翔实!情节生动!并有大量性过程描
写!其中还包括该处长大量活动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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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日记$的内容来看!& 情妇$毕业于
"%%*

年!和姚姓处长是老乡)她和这位处长认识!缘于
父母托人找到这层关系找工作) 日记中称!她第
一次来广州面试时!就被姚姓处长占为己有) 最
终她在广州找到一份令人艳羡的好工作) 此后!

虽然刚开始不愿意!对比自己年长多年的姚姓处
长没有感情!但面对姚姓处长的邀请!她还是一
再跟他去开房)甚至这位姚姓处长还把& 情妇$带
到和老婆共榻而眠的婚床上缠绵)

& 情妇 $在日记中称 !一开始 !她和姚姓处
长的关系非常简单!& 不算情人! 不算二奶!不
算小三) $每次和姚姓处长发生性关系!姚都没
有留宿) 她和姚姓处长的性行为!大多发生在
钟点房)

据& 情妇日记描述$!随着时间的流逝!她不
仅不再厌恶姚姓处长! 甚至对他产生了依恋之
情) 姚姓处长也对她讲了不少心里话!包括曾经
和北师大毕业的研究生有过的婚外情细节)

转折发生在
"%%$

年!她意外怀孕) 姚姓处长
顾忌政治前途和已有的家庭!要她流产) 这个过
程日记中描述得相当痛苦) 流产手术后!两人之
间也开始产生裂痕)不久!姚姓处长与她打架+吵
架!钱的事情也谈不拢!及至恩断义绝!她去政府
投诉他!乃至发表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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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记者致电姚姓处长!对方电话处于无
人接听状态) 有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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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晚上!这位姚姓
处长接受采访时!在记者作自我介绍前!率先就
此事作了几点明确!& 我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

网上这个东西通篇都是虚构的! 都是对我人身
的诽谤) $至于爆料网文中有泄露爆料人的几个
身份特征!如系老乡+留校任教+外语专业等!记
者就此询问姚姓处长是否其身边有与此相印证
的人物!他表示自己也不知道是谁!已向公安机
关报案! 一切情况已向公安交代! 由公安去查
办) 言谈中! 姚姓处长对爆料人的行为非常愤
慨!表示既然已经报案!一旦查明肯定要追究其
责任)

KLMN

& 情妇日记$网络举证
广州某处长婚外情,

捧红& 睡绳哥 $的 !是一位
网名叫& 草木君 $的新浪微博
博友 ! 他在城站火车站发现 !

一辆黄色的运货大板车上横
挂着一条细绳 !上面竟有一位
男子在舒坦地睡觉 !他马上拍
照上传微博 !还兴奋地说 0& 我
昨晚看小说. 神雕侠侣/ 看到
凌晨三点半 !今天看了一天电
视剧. 神雕侠侣/ ) 晚上出门就
碰到了男版小龙女 ! 如有神
助- $

记者四处打听 !才知道& 睡
绳哥$的真名叫傅洪!今年

+)

岁!

是贵州毕节人! 今年
'

月份来到
杭州后! 就在城站当起了搬运
工!睡绳的绝技早在家乡时就已
经学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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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为天气热!我才试着练习在绳子
上睡觉) $傅师傅说!& 原先我在老家做搬家公
司的搬运工! 一趟搬运下来就想找个地方休
息一下)冬天的话可以随便找个地方躺下!但
是夏天太阳照得地面发烫! 我就想如果我能
睡在绳子上!吊在半空中就不会热了) $

之后!傅师傅就开始苦练在绳上休息!

& 我学这个也没什么诀窍!一个多月以后就
可以睡稳了!之后就是熟能生巧了!到目前
为止还没有摔下过一次绳子) 不过!在绳子
上休息并不能真正睡着!只能闭目养神) $

据傅师傅透露!由于工作的原因!每次
不可能在绳子上躺很长时间!最多的一次!他
在绳子上睡了一个多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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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城站托运处苦等
'

小时!终于看
到忙完的傅洪师傅走出卸货区) 在记者的
要求下!傅师傅现场展示睡绳绝技!顿时引
得众多路人围观)傅师傅拉来搬运车!熟练
地在两头绑上绳子! 其中一头绳子被打成
了三角形!傅师傅说这边是用来放头的)打
好绳床后!傅师傅纵身跃上了绳子)

顺势躺平后!傅师傅放开双手!悠闲得
仿佛睡在一张大床上!还可以自然翻身+摇
晃) 之后!傅师傅要求边上的人用力摇动绳
索) 一位路过的大姐用力摇动绳索!而傅师
傅非但没有摔下! 反而随着绳索摇动的频
率睡得很自在) 傅师傅表演完后!也有路人
上去尝试睡绳!但都没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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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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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晚上! 猫扑网上一篇名为
. 广州某处长和情妇翻脸!性丑闻遭情妇曝
光文章露骨不堪/的帖子!用近

"

万字的篇
幅! 描述了广州某处长情妇和这位处长之
间的感情纠葛和性丑闻! 成为网络一大热
帖!点击率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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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该处长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帖子内
容纯属虚构!他已向广州市公安局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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