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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金熊猫·网络文学奖”

古蜀文化元素作品
荣获金奖

昨日，四川省内首个网络文学奖
项“金熊猫·网络文学奖”颁奖典礼在
成都举办。作家月斜影清凭借《古蜀国
密码》荣获金奖，宁航一的《超禁忌游
戏》获得银奖，铜奖花落花晓同的《囧
婚》。此外，典礼还颁出了最具潜力拓
展价值奖、最具动漫（游戏）改编价值
奖、最具影视改编价值奖等奖项。

据了解，“金熊猫·网络文学奖”是
四川省内首个网络文学行业奖项，共
收到高品质网络文学作品65部。看书
网编辑团队依据“金熊猫”网络文学奖
评审规则完成初评、四川省社会科学
院文学所对入围作品完成价值观审
查，并以综合评分确定了入围的25部
作品，评出“金熊猫·网络文学奖”系列
奖项。四川省网络作家协会副主席、西
南科技大学副教授周冰说：“金熊猫·
网络文学奖的评奖是一个良好开端，
加上成都一直以来都是人文重地，有
那么多优质的文化元素可供挖掘，未
来的成都网络文学界一定会涌现更多
优质的作家和作品。”

金奖获得者月斜影清曾写过多部
网络小说，她的小说《拐个皇帝回现代》
曾被改编成网剧，在乐视网播出时取得
了不错的点击和口碑。月斜影清告诉成
都商报记者，《古蜀国密码》是一部充满
蜀地文化元素的作品，是关于古蜀神话
体系的叙事。“我十年前就想写这样一
部作品了，今天获奖真的很激动。为了
准备这部作品，我去过很多次三星堆、
金沙，书房里也堆满了几百种关于古蜀
文化的书籍。”据悉，这部作品现在尚未
完成，完结将达300万字。

“现在受众们的品位也越来越高
了，早期那种现代玄幻式、非常简单的
网络文学已经不能满足他们了。受众
期待的是更有内涵，文化元素更加丰
富的IP。”颁奖嘉宾，爱奇艺副总裁王
世颖谈到网络文学的发展趋势时说，

“考量网络文学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准
就是它的衍生性，它能不能给下游产
业，比如影视和游戏，提供更多、更优
质的IP，让作品有更大的市场。我们在
实现网络文学IP与影视游戏联动过程
中，会考虑到它的还原可行性以及成
本等问题，另外我们也会比较偏向相
对来讲受众比较熟悉的素材来做。”

在昨日的颁奖典礼上，成都市网
络文学联盟的成员还与相关影视、动
漫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浓睡的作品

《儒世道皇》与成都掌娱天下科技有限
公司达成了游戏及影视版权合作，将
改编成一部影游联动的产品。闵旭阳
的作品《大爱吾僵》与北京三福互娱乐
文化有限公司达成了合作，目前已开
始漫画改编工作。
成都商报记者 邱峻峰 实习生 张槿熙

成都女画家与狼共舞
真实故事搬上银幕

昨天，一部名为《重返·狼群》的电
影在成都太平洋影城（王府井店）首映，
这部电影还原了成都女画家与狼共舞
的真实故事，展现一匹草原狼从城市重
回故乡大草原的全过程（本报曾作报
道），更有国内首次个人拍摄的最大规
模野生狼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片
的导演亦风，编剧、主演、制片人李微漪
都是成都人。 成都商报记者 张世豪

据《通城县志》（清同治六年
版）记载：“五月五日亲故以角黍、腌
蛋相馈遗。”如今，端午“送端阳”的
习俗在民间依旧盛行。端午节这天，人
们会相互送蛋以示送福气，给团队成
员“送端阳”，体现了上级对部属的关
心；给尊者、长者“送端阳”，表达了尊
敬感激之意；给亲朋好友“送端阳”，
以联络感情；女婿们可千万别忘了用

“送端阳”来孝敬岳母，因为这一天也
是我国民间的“岳母节”。
对于女婿和准女婿们来说，给

岳母“送端阳”，一定要送蛋，这里
面有着特殊的讲究。女儿女婿送蛋
到娘家，寓意着家庭生活吉祥圆满、
和和美美。对准女婿而言，“送端
阳”是婚礼前男方给女方家送的最
重要的一道节礼，男方送上一份圆

圆的蛋品，是含蓄地表示“希望能够
成为大家庭的一员（圆）”，如果女
方接受了，就表示接受了这个未来
的家庭成员。
“送端阳”送蛋的习俗展现出

中华民族相互关爱的传统美德，饱
含着浓浓的情谊。选“节礼”当然要
选安全、健康、质量有保证的产品。
送端阳，选神丹。

“送端阳”的来历

今日
尾号
限行 3 8

成
都

今日 小雨 17.9℃~30.9℃
南风 1~2级

明日 小雨 19℃~31.5℃
南风 1~2级

（据成都市气象局官网）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
票全国联销“排列3和排
列5”第17129期排列3
直选中奖号码：365，全

国中奖注数12114注，单注奖金1040
元；排列5中奖号码：36541，全国中奖
注数31注，单注奖金10万元。
●电脑体育彩票“七星彩”第
17056期开奖号码：1814014，一等
奖1注，每注奖金500万元。

●中国电脑型福利
彩票四川联销“3D”
第 2017129 期开奖
结果：566，单选 928

注，单注奖金 1040 元，组选 3，
1366注，单注奖金346元，组选6，
0注，单注奖金173元。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
销“双色球”第2017056期开奖
结果：红色球号码：13、21、14、18、
19、28，蓝色球号码：06。一等奖8
注，单注奖金7367832元。二等奖
184注，单注奖金128686元。滚入
下期奖池资金697988120元。
备注：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
后的结果为准

兑彩票

据介绍，沿线设置简阳永宁服务
区、乐至南服务区和安岳东服务区，
这3处服务区也是开放式的，别具特
色。除了停车、休息等传统服务项目，
服务区连接拓展区。车停在服务区
内，人可以出高速，前往拓展区购买
当地特产等，推动经济共享。比如，安
岳柠檬非常出名，其产量约占我国柠
檬总产量的70%，拓展区可以成为其
推广的最佳场所。沿线的旅游资源也
特别丰富。闻名于世的中国第三颗人
类头骨化石在资阳出土，被命名为

“资阳人”，距今已经35000年。乐至县
则是陈毅元帅的故乡，为红色旅游经
典景区，还有唐代睡佛、摩崖石刻等
文物古迹。安岳县域内遍布唐宋石
刻，雕技精湛的紫竹观音被誉为“东
方维纳斯”。

成渝第成渝第44条高速开建条高速开建
打通一条耍途 连接两大新区

该高速是继成该高速是继成
渝高速渝高速、、成遂渝高成遂渝高
速速、、成安渝高速之成安渝高速之
后后，，成渝间的第成渝间的第44条条
高速大通道高速大通道，，也是也是
成都天府新成都天府新区和重区和重
庆两江庆两江新区的直接新区的直接
联系通道联系通道，，南向出南向出
川前往重庆非常便川前往重庆非常便
捷捷，，全面实现成都全面实现成都
至重庆至重庆33小时高速小时高速
公路交通圈公路交通圈。。

德都高速
“三绕”最后一段开工

作为成都经济区环线高
速公路（成都“三绕”）北段，
德阳至都江堰高速公路16日
开工动员，也是“三绕”最后开
工的一段。德阳至都江堰高速
公路包括主线和绵竹支线，全
长109公里。

成乐高速扩容
新建主线起于三环川藏立交

成都至乐山高速公路扩
容工程总里程138公里，包括
主线和乐山城区过境线。主线
长约127公里，起于成都市三
环路川藏立交，经双流机场、
新津、青龙场、彭山、眉山、夹
江，止于乐山市辜李坝，与乐
山至宜宾高速公路相接。成乐
高速是成都、眉山、乐山三市
间主要运输通道，节日期间的

“拥堵指数”位居前列，扩容将
改变状况。这也是四川首条扩
容改造的城际高速公路。

成雅快速通道
最高时速80公里

此次集中开工动员的还
有成雅快速通道（雅安段）等
项目。成雅快速通道是从成都
到雅安的免费快速通道，最高
时速80公里，将于2019年建
成。全程仅需1.5小时，能大大
缓解成雅高速的交通压力。

成都商报记者 严丹

闻名于世的中国
第三颗人类头骨化石
在资阳出土，被命名为

“资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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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阳人

天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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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至县则是陈毅
元帅的故乡，为红色旅
游经典景区，还有唐代
睡佛、摩崖石刻等文物

古迹。

乐至

唐代睡佛

安岳县域内遍布
唐宋石刻，雕技精湛的
紫竹观音被誉为“东方
维纳斯”。

安岳

东方维纳斯

继成渝高速、成遂渝高速（成
南高速）、成安渝高速之后，从成都
到重庆的第4条高速大通道——成
资渝高速天府国际机场至潼南段
16日开工。该高速对接成都天府国
际机场高速公路，预计2020年建
成。届时，成都市民南向出城前往
重庆将更加便捷。16日，2017年二
季度全省交通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动员活动在德阳举行，17个项目总
投资760亿元。德阳至都江堰高速
（成都“三绕”北段）、成乐高速扩容
工程和成雅快速通道（雅安段）等
同步开工。

咽不下一口气，5月16日这天，雷先生
退掉了下午5点从北京飞往成都的机票，
花了一千多元，订了一张飞往南通的机
票，3点17分出发。这一行，他奔着10块钱
而去。据雷先生介绍，自己在携程上订了
一家酒店，因为在网上完成支付，酒店告
诉他应该找订购网站开发票，雷先生执意
要一张纸质发票，因为10元运费问题，他
和客服人员发生争执，最后索性买机票自
己去取票。当天下午6点左右，他一路飞
奔，终于在南通拿到了自己的发票。

出差烦恼 异地发票如何报销？

雷先生今年42岁，在科研单位上班的
他，5月15日这天到北京出差，在潘家园的
一间酒店订了房，并在携程网上完成了支
付。离开酒店时，他向前台服务人员索要

发票，服务人员告诉他，由于是网上完成
的支付，需要找携程开具发票。随后，他通
过手机客户端联系到了客服人员，对方表
示寄送纸质发票要收取10元的运费，也可
以花费2000积分换取邮费。“提供发票是
你们的义务，不论怎么给，是你们的事”、

“我住店在北京，要么你在北京给我票
……运费不是我的事”……

雷先生认为这是霸王条款，虽然最后
对方同意免费送票，他还是坚持要自己去
拿。“不能用你的政策代替客户需求。”他
表示，自己不为炒作，也不为攻击谁的利
益，他不接受任何赔偿，也不需要钱，“我
只要求携程改变这个坑人政策，改善服
务，改变霸王条款，要向公众表明态度”。

雷先生透露说，2013年的时候自己
在三亚仙人掌酒店也订过一次房间，但

酒店拒绝开发票，理由是网站代理，发
票由网站开，“我公务出差三亚，结果开
具发票的公司不在海南，我怎么证明我
是在三亚出差？”。

网站说法 电子发票也可报销

昨日，记者联系携程客服人员了解到，
如果客户不愿意承担运费，可以开电子发
票，这和纸质发票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律师说法 如提前告知收费合理

四川舟楫律师事务所姚飞认为，如
果销售方在事前对发票需要收取邮寄
费用进行告知，而消费者也接受了，那
就应当支付相关费用，当然，如果没有
尽到告知义务，那么这个费用就是不合
理的。 成都商报记者 宦小淮

两江
新区

成资渝高速起成资渝高速起
于锦江区三圣乡绕于锦江区三圣乡绕
城高速公路城高速公路，，在三绕在三绕
内与在建的成都天内与在建的成都天
府国际机场高速公府国际机场高速公
路并线路并线，，经资阳经资阳、、乐乐
至至、、安岳安岳、、重庆潼南重庆潼南，，
止于重庆合川止于重庆合川。。全长全长
约为约为250250公里公里。。

同/步/播/报

网上订北京的酒店 发票要从南通寄？他毛了——

凭啥付10元邮费
哥花1000元坐飞机去领

3小时
高速交通圈

经济
视角

成渝第四高速
连接两大新区

交通
视角

时速100公里
与5条高速转换

成都商报记者从四川省交通运
输厅公路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了解
到，成资渝高速起于锦江区三圣乡绕
城高速公路，在三绕内与在建的成都
天府国际机场高速公路并线，经资
阳、乐至、安岳、重庆潼南，止于重庆
合川。全长约为250公里。该高速是成
都天府新区和重庆两江新区的直接
联系通道，南向出川前往重庆非常便
捷，全面实现成都至重庆3小时高速
公路交通圈。而本次开工的天府国际
机场至潼南（川渝界）高速公路属于
成资渝高速公路四川境，全长110公
里，起于简阳市江源镇，顺接在建的
成都天府国际机场高速公路，经资
阳、乐至、安岳，止于川渝界龙台镇，
对接重庆市规划的合川至潼南至安
岳高速公路。

成资渝高速天府国际机场至
潼南段全线设计时速100公里。公
路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三分院副
院长沈仕发告诉成都商报记者，道
路设计首先考虑的是行驶安全，虽
然设计时速100公里，但完全可以
满足120公里的行车时速。

沈仕发介绍说，该高速与5条
高速相交，设枢纽互通5座。在简
阳境内设置江源枢纽互通，可与
成都经济区环线高速（“三绕”）
转换；在资阳境内，设庙子湾枢
纽互通与成渝高速公路转换，设
中和枢纽互通与遂资眉高速公路
转换；在乐至境内，设渝蓉枢纽
互通与成安渝高速公路转换；在
安岳境内，设内遂枢纽互通与内
遂高速公路转换。

旅游
视角

摘柠檬看大佛
打通沿线资源

制图 李开红

成资渝高速公路效果图

“‘一带一路’倡议给意大
利经济发展带来很大机遇，也
给双方提供了进行更大范围
合作的重要机会。”刚刚在北
京参加了“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的意大利总理真
蒂洛尼，如此评价。

真蒂洛尼所谓的“重要机
会”，正逐步落地成合作项目，
成都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昨
日下午，真蒂洛尼在意大利驻
华使馆接见了大中华慢食协会
及成都市政府代表。第七届国
际慢食协会全球大会将于今年
9月下旬在成都举办，成都市商
务委正在紧锣密鼓筹备中。

“意大利总理对中国推动
慢食运动、成都支持举办2017
国际慢食协会全球大会事宜表
示祝贺和感谢。”市商务委相关
负责人告诉成都商报记者。真
蒂洛尼认为，作为美食之都，
成都通过举办此次活动，彰显
了这个城市意在通过“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平台，传播中国文
化、担当共同责任的前瞻意识。
并希望通过慢食协会全球大
会，加大意中两国在经贸、文
创、美食等多领域合作。

市商务委特别邀请真蒂
洛尼有机会到成都体验川菜
美食并亲自感受麻婆豆腐的
制作过程，体验川菜的文化和
魅力。

这是国际慢食协会全球
大会第一次走进亚洲。此次大
会将推动慢食文化在中国的
普及并服务于中国的可持续

发展，向世界展示中国在绿色
农业、优质食材、餐饮文化等
领域的成果。

毫无疑问，这是成都美食
与国际美食的一次精彩碰撞。
届时将有90多个国家、600多名
全球代表参会，还将有国内外
餐饮企业与慢食相关的企业、
著名行业领袖、专家学者参会，
大会将举行开幕式、论坛、地球
村市场、慢食红酒之旅、慢食科
技大学合作项目发布、全球厨
师长联盟等主体活动。届时，
600位与会代表还将前往特色
火锅和川菜名店进行品鉴，充
分感受成都世界美食之都的魅
力。成都还获邀作为主宾城市，
参加2018年在意大利都灵举办
的第12届“大地母亲·品味沙
龙”活动，与来自100多个国家
的代表共论美食发展。

市商务委表示，成都将以
“慢食”和“美食”为媒，与意大
利和欧洲在经济贸易、艺术设
计和文化创新等领域开展合
作，提升成都对欧开放的速度
和水平，未来将在成都打造慢
食特色小镇，还将与国际慢食
协会就打造成都美食旅游节
开展长期合作，引入地球村市
场、红酒之旅、慢食科技大学、
全球厨师长联盟等。

国际慢食协会全球大会
是协会的最高审议机构，每四
年举办一次，自1990年以来，
已在意大利、墨西哥等国成功
举办了6届。

成都商报记者 叶燕

2017 国际慢食协会全球大会
落定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