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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如泉涌 每分钟可
打 110字
清明过后，天空放晴。沙溪

镇中海翠林小区，遇见明媚春光
的时节。

“青烟袅袅”起得很早，为家
人做好早餐，送孩子去附近的虎
逊小学上学, 爱人也去上班，家
里已然静谧。上午近 9 时，她打
开电脑，开始一天的忙碌。

“青烟袅袅”全神贯注，伴着
键盘“哒哒哒”的轻微声响，一行
行字逐一出现在屏幕的文档里：
“晋城，夏夜微凉。夏芃芃乘坐的
国际航班在凌晨准时抵达。 走出
机场，看着四周不算陌生的环境，
她暗暗握紧双手。五年了，她回来
了……”这是“青烟袅袅”酝酿的
一篇新作，女主人公名叫夏芃芃，
关于豪门恩怨主题。 该作品的名
称及脉络框架， 待近期与网站编
辑沟通后再行拟定， 现已创作了
两三万字，还在不断调整润色中。
她计划的篇幅是 200多万字。
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青烟袅袅”芊芊细手下的键盘，
是 1000多元的牌子货。 她笑着
说：“以前每年起码要敲坏两个
键盘，于是换个专业一点的。”只
见，屏幕前指影绰绰，她打字很
快， 最快每分钟可打 110字。这
不是单一的打字，而是脑手并用
的高频率创作。
参照其文字样式，记者打开

手机计时器，屏气凝神，要用“青
烟袅袅”的电脑试下身手。结果
证明，1 分钟内记者只能打 80
多个字，为赶进度，甚至出现了
两个错别字。 对此， 她解释说：
“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特性是写
实，拼的不是打字速度，是追求
速度与质量的协调。至于网络写
手，则擅长根据当下的网络潮流
凭空创造充满戏剧性的故事剧
情，专注快餐式文化。”

■入戏很深 与小说主
人公同哭笑
来自河南驻马店的“青烟袅

袅”，原本学的是幼师专业，2005

年来到中山。此后在火炬区一家
企业担任人事文员， 待遇不高，
但工作节奏四平八稳，让自幼钟
情于文字的她有了“用武之地”。
期间，她时常利用业余时间在文
学网站发表作品，并逐渐确定了
日后的转型方向。

笔耕不辍，乐此不疲。慢慢
打响口碑、有了稳定稿酬收入
的“青烟袅袅”，2015 年前后与
阅文集团旗下云起书院 （网
站）签订了 6 年长约，主攻古
代权谋、时空穿越题材的网络
小说， 相继有 《一等狂妃：邪
王，请接招！》等多部风格鲜明
的作品面世， 此外聚拢了 10
多万粉丝。
当天，在“青烟袅袅”潜心创

作的过程中，记者留意到一个细
节。她时而神情凝重，时而浅然
一笑，个人情绪随着剧情的推进
而变化。“事实上，写网络小说给
了我很多希望。尽管绕不开大同
小异的套路，但每个故事每个场
景都有新鲜感。在我看来，沉浸

其中， 跟着主人公一起哭笑，若
要打动读者，必须先融入自我。”
“青烟袅袅”如是说。
休憩间隙，“青烟袅袅”揉

了揉手指，晃了晃脖子。她说，
干这一行的或多或少都有颈椎
或腰椎方面的小毛病。 当然，
“职业病” 还体现在社交方面，
除了家人外， 她在中山没什么
朋友。放眼网络写手群体，这一
现象较为普遍。“平时， 跟其他
城市的女写手聊天沟通， 久而
久之都有默契了。譬如，我们在
同一时间开始码字， 中间休息
吃饭也同步， 又在同一时间结
束， 然后各自出门接孩子或买
菜。”在“青烟袅袅”看来，职业
特性应尽量避免影响到家庭生
活。以她来说，做家务、陪孩子、
游公园、去逛街等，已是积极融
入现实世界的惯常之举。

■收入可观 用稿酬在
中山买了房
期间，她打开签约网站的页

面，介绍起个中细节。“一部普通
的网络小说， 前 4000字左右是
可以免费阅读的，等小说的点击
率达到一定量便会被网站转到
VIP 区。之后的内容，读者则需
支付千字 3 分—5 分钱的额度
去阅读。这部分连载收入，通常
由网络写手和网站分成。” 与此
同时， 网站为吸引忠实粉丝，同
时鼓励作者尽可能快更新作品，
还会设置全勤奖。
以近两年为例，“青烟袅袅”

的稿酬收入，不低于本地普通公
务员的薪酬收入。前年，她与爱
人在中山买了房，一来是方便孩
子积分入学，二来是夫妻二人情
定中山相濡以沫的见证。她告诉
记者：“房子的首付及月供，自然
少不了稿酬的支撑。身处中山这
座包容和谐的城市，有一份小确
幸， 有一个兴趣推动的职业，有
一个内外有爱的家庭，这是自己
今后坚持下去的动力。”

文/本报记者 周振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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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何淼 通
讯员 洪鸿标 ）昨日，市交通
运输局综合行政执法局第一
执法大队突击检查了东区一
批汽车维修企业。其中，一家
企业只有“汽车润滑与养护”
的资质，却在进行发动机、传
动轴等零部件的维修业务，
被执法人员抓个正着。

当天下午 3点半， 当执
法人员进入东区槎南路一家

汽车配件贷易公司的车间
时， 维修工人正在修理一辆
别克小轿车的发动机。“经查
证，这家企业属于三类机动车
维修企业，只有‘汽车润滑与
养护’的资质，却在从事发动
机维修等业务，涉嫌超范围经
营。”执法人员表示，综合现场
证据显示，该企业涉嫌超范围
经营。 根据相关文件的要求，
超范围经营的企业将面临最

低 2万元的罚款。
据统计， 目前全市共有

汽修企业 3166家，其中一类
有 52家， 二类有 426家，三
类有 2688 家。 截至 4 月 9
日， 全市整治机动车维修车
行专项行动已开展一周，累
计巡查汽修企业 50多家，有
20多家企业存在违法违规行
为， 其中有 3家企业属无证
经营，6家企业超范围经营。

社会组织扶持发展
专项资金接受申报

去年开展并完成
项目可申报

本报讯（记者 陈健儿）记者昨日从市民
政局了解到，即日起到 4月 20日，2018年度
社会组织扶持发展专项资金接受申报。符合
条件的我市社会组织在 2017年 1月 1日至
2017年 12 月 31 日期间开展并完成的各类
项目均可申报。
据相关通知透露，为充分发挥社会组织

在促进经济发展、 管理社会事务中的作用，
我市决定开展 2018年社会组织专项扶持活
动，专项资金以结项扶持的形式对符合条件并
通过评审的项目实施扶持，专项资金资助金额
原则上为所申报项目经费预算总额的 50%，具
体资金分配根据项目申报和评审结果决定。

本报讯 （记者 江泽丰
通讯员 黄圃宣 ）4 月 9 日上
午， 黄圃镇在烈士陵园举行
“铭记·2018 清明祭英烈”活
动。该镇党委政府领导，烈属
和因公牺牲家属，老兵代表，
公安消防预备役战士等约
400人参加了祭奠活动。
在庄严肃穆的纪念碑前，

全体人员肃立奏唱国歌，并向
革命烈士默哀。随后，战士们
敬献花圈，全体人员向为国捐
躯的革命先烈行三鞠躬礼，向
革命烈士缅怀哀思。 现场，少
先队员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
接班人》。最后，全体人员向革
命烈士墓敬献鲜花，铭记烈士
永垂不朽的精神。

中山市博爱医院党
委书记、院长王莹

接受纪律审查
和监察调查

本报讯 4月 9日，中山纪检监察发布消
息，中山市博爱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王莹涉嫌
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
察调查。

王莹简历
王莹 ，女 ，汉族 ，1972 年 8 月出生 ，1992

年 10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研究生医学博士，
辽宁沈阳人。
◆1990 年 9 月至 1995 年 7 月在遵义医

学院医学系临床医学专业本科学习；
◆1995 年 8 月至 2000 年 8 月任中山市

妇幼保健院医生；
◆2000 年 8 月至 2005 年 8 月任中山市

博爱医院医生；
◆2005 年 8 月至 2008 年 6 月任中山市

博爱医院医教科副科长；
◆2008 年 6 月至 2008 年 8 月任中山市

博爱医院药剂科科长兼医教科副科长；
◆2008 年 8 月至 2010 年 4 月任中山市

博爱医院副院长（正科级）；
◆2010 年 4 月至 2013 年 7 月任中山市

博爱医院院长（副处级）；
◆2013 年 7 月至今任中山市博爱医院

党委书记、院长。 （钟继宣）

360行记者深度体验主题采访报道

键盘生风云 码字拼蓝图网络
写手

近年，网络写手群体的快速崛起。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17年底， 国内 40家重点网络文学网站驻站作者数超过
1760万，网络文学的用户接近 3.5亿。那么，这究竟是个怎
样的群体，他们的生活又是怎么样的？

家在中山的 80后女子“青烟袅袅”（笔名），从 2009年
兼职到 2011 年专职，迄今已码了 1000 多万字网络作品，
平均每天工作量约 1 万字。期间，她成了家、生了小孩，还
与爱人在中山买了房。她说：“这不单是饭碗，还是乐趣。”

鲜花慰忠魂 黄圃镇举行“祭
英烈”活动

本报讯 （记者 陈健儿
通讯员 程倩敏）记者昨日从
市民政局了解到， 清明 3天
假期， 我市各祭扫场所共接
待祭扫群众约 51万人次，祭
扫工作安全文明有序， 无重
大或一般责任事故发生。

市殡仪馆目前寄存骨灰
近 2万个， 清明期间接待群
众数以万计。 殡仪馆充分利
用有限空间， 在毗邻群众祭
祀区旁边搭设帐篷， 提供固
定座椅和应急药品。4 月 6
日、7 日，降温降雨“侵袭”中
山。 殡仪馆联合市慈善总会
“博爱行动”义工队伍进入祭

祀区， 及时向市民免费提供
热茶和轻便雨衣。
今年福荫园公墓在清明

前期做好各方面准备工作，市
公安、交警、消防、城管、垃圾
处理中心、保安公司及公墓等
各单位之间密切配合，整个清
明小长假，墓区内没有发生大
小安全事故，清明祭扫高峰期
文明、安全、有序度过。

此外，为方便群众，福荫
园公墓今年还增加了 800
个烧衣桶、10 个流动厕所和
10 个遮阳挡雨帐篷摆放在
墓区，全方位给祭扫群众提
供服务。

清明期间全市祭扫场所共接待
祭扫群众 51 万人次

保障到位 文明有序
只有保养汽车资质却修起发动机
市交通执法局突击检查汽修企业，一企业涉嫌超范围经营被抓现行

昨日，市交通执法局对违规机动车维修车行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记者 缪晓剑 摄

! “青烟袅袅”经
常在咖啡馆里写作。

本报讯 （记者 夏亮红 通讯员 黄美霖）
昨日，市食药监局公布 2018年第三期行政处
罚案件信息，15家食品药品企业经营不符合
食品安全标准或劣药企业被处罚。

据公布，这些被处罚食品企业违法情况，
大多是生产或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
品，比如中山市众鲜原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生
产日期“2018年 1月 12日”的“辣椒酱”（规格：
226克/瓶），“苯甲酸及其钠盐” 项目实测值：
1.43g/kg，超出标准限量值：1.0g/kg，不符合标
准要求，被罚款 50000元；黄圃镇今荣肉类制
品厂生产的标示生产日期“2017-11-14”的香
肠（猪肉大豆蛋白肠）”（规格：400g/袋），检出不
得检出物质 “氯霉素”（实测值“0.556ug/kg”），
不符合标准要求，被罚款 1万元等。

市食药监部门提醒， 市民如发现问题食
品、 药品的生产经营行为， 可拨打 12345或
12331向中山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咨询或举报。

我市依法处罚
15家食品药品企业

扫一扫
看 15家被处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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