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08
2021年1月14日

星期四

每天成千上万的
“名人太太
名人太太”
”
留言？
留言
？
郑渊洁回复网友留言上热搜

“我这儿现在成‘妇联’了”
近日，郑渊洁又上了热搜。他
在社交平台上给读者们的回复，
让人莞尔。有网友自称“张杰老
婆”，郑渊洁回“谢娜你好。别来无
恙？……”有网友说，我是秦霄贤
老婆、王俊凯老婆、马嘉祺老婆、
丁程鑫老婆……郑渊洁道，
“你就
是传说中的千手观音？
”
郑渊洁告诉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回复读者，已是多年来
的习惯。于他而言，读者就是最大
的财富。

与四川共建

郑渊洁现身杭州并与读者分享创作经历 资料图

她们都是孩子 学习压力挺大
记者：最近您在社交平台上给读
者们的回复上了热搜。怎么看待留言
中自称明星“老婆”团的读者们？
郑渊洁：
她们为什么特别高兴，
（因
为）她们都是一些孩子。
她们在生活当
中有时候压力挺大的，
比如考试啦、
学
习啦。
而且有的还未成年，
她不可能去
做这些事情，
她就完全用想象中的这种
方式：
我是谁谁谁的家属啦、
我是谁谁
谁的家人啦。
但这种方式，
只在他们这
个年龄群里，不会有任何一个年长的
人，
而且又是那种有名的人，
用这种语
境跟他们来交流，
是不可能的。
所以，他们突然遇到我这样一个
……现在天天有成千上万的“名人太
太”
在我这儿，
我这儿现在就是
“妇联”
了。其实没关系，他们也没有恶意，其
实就是虚拟的。我比较喜欢虚拟的东
西，童话就是虚拟的。还有微博，严格
地说，也不是面对面的，也是虚拟的。
所以我比较接受这种交流方式。
记者：
有读者留言，
他（她）和母亲
都喜欢您的作品，
母亲小时候还给您写
过信。
您回复，
“她小时候给我写的信，
现在住在我的房子里，
风雨无虞”
。
这么
多年，
为什么一直存留着读者的信？
郑渊洁：我就是这样的。最近大
家对我比较注意，好像我挺注意回复
读者的，在微博上、在抖音上。其实我

一直是这样的，只不过最近突然被大
家发现了，知道了原来这个人还爱这
么一对一地回复。我是这样想的：他
给我留了言，我如果给他一个回复，
他可能会高兴好多天。

购十套房 只为安放孩子们的信
记者：据说您购房十套来存放孩
子们的信？
郑渊洁：是的。那是90年代的时
候，当时百八十万封信，没办法，回不
过来，绝大部分连打开都没打开。好
像大家对这个房子的价值都比较感
兴趣。其实房子对我来讲，它就是一
个消耗品。首先从来没住过，其次从
来没有出租过，
从来没有出售过。
记者：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小
读者们不再写信？
郑渊洁：应该是从2007年开始就
少了，
慢慢就没有了。
因为他们在博客
上、
微博上……都可以直接联系。
记者：
会失落吗？
怀念过去的年代吗？
郑渊洁：
那也没有，
因为现在更方
便了。以前那样还要花钱买邮票寄过
来，
现在因为对方没有花钱，
感觉会更
好。
现在就直接留言，
就是微博和抖音。

在童话中教会孩子预防性侵
记者：您的童话故事陪伴了一代
代少年儿童。
当年写作的初衷是什么？
郑渊洁：当时，我写作时21岁，想

找一个谋生的方法。被女朋友抛弃
了，我觉得没什么出路，很想混出个
样子给她的父母看看。因为是她父母
不同意，然后就选择了写作，一直写
到今天。
记者：
写作前会考虑读者吗？
郑渊洁：这些年都是要考虑的。
因为不能让读者花钱买到一个看到没
意思的故事。我都会假设我是一个读
者，在看一个故事，我希望它怎么发
生，我就怎么写。我的要求是：读者拿
起我的书，不管从任意一页翻起，看5
分钟，
如果还不能吸引他，
这个作品就
失败了。
不是从头看，
是从任意一页翻
起。
这也是我看别人的书的一个标准。
我看别人的书都不是从头看，都是随
手翻起一页，如果看5分钟，它不能吸
引我，
这书我就不会再看了。
后来，
当书的发行量很大了以后，
我还是会有一些责任感。现在我的书
每天销售出去3万本。我想，既然孩子
喜欢看我的书，
那么我是不是就
“搂草
打兔子”
，
让他们在看一个特别好的故
事的同时，
要告诉一些对他们有用的、
学校和爸爸妈妈不会告诉他的知识或
者常识。
打个比方说，
安全常识，
像《皮
皮鲁送你100条命》；
比如说法律常识：
什么叫性侵？
他如果性侵你了，
你怎么
应对？
怎么自我保护？
就开始往作品里
面放这些东西了，
其实效果是很好的。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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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融创文旅城实拍图

融创打开美好城市新场景
践行

产业集群化 构建文旅“聚能环”
“师傅，去融创！”这半年多来，
成都融创文旅城成为柏楠出租车公
司驾驶员李之明的“热线”，
“至少有
五成客人是去那个方向的。”
对于成都文旅产业来说，2020
年9月成都融创文旅城的开城足以
写进“年度大事件”。从数据端来看，
开城后的第一个中秋国庆黄金周，
成都融创文旅城接待游客80.93万人
次，接待游客量已超过了传统的A级
景区；截至目前，总客流量超600万
人次，
预计每年将带来1500万游客。
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
成都融创
文旅城由融创乐园、融创雪世界、融
创水世界、
锦秀剧场、
高端酒店群、
国
际会议中心、融创茂、滨湖酒吧街等
业态组成，
以产业赋能旅游服务业的
转型升级，
和区域经济发展。
以产业为抓手后，
打造航母级文
旅产业集群成为过去一年融创的显
著特征。
以成都融创文旅城为开端，
构
建起由四川乐高乐园度假区、
江口水
镇、
青城溪村、
中法爱吉斯小镇、
环球
融创未来城·童话小镇，
和未来将呈现
的天府影都等项目组成的
“大文旅天
团”
。
无论项目能级，
还是产业集群对
于区域的带动，
在此前都极少出现。
因为这些重量级文旅IP，城市

1月3日，元旦小长假最后一天。
刚从成都融创文旅城滑雪出来的余
女士，
拍下了不远处的雪山。
亘古不变的雪山，见证了成都
从眺望雪山的城市，逐步变身为雪
山下的公园城市，也见证了成都人
对美好生活的孜孜追求。
当“像成都人一样幸福生活”正
在成为更多人向往的流行时尚，
成都
的幸福密码，
是在于给热爱生活的人
以舞台，
给追寻梦想的企业以机遇。
融创正是其一。2020年，随着
成都融创文旅城开城，宣告一个崭
新的文旅大城时代到来；而融创也
以“美好城市共建者”的品牌定位，
深度践行为中国家庭提供全方位、
全场景的美好生活服务，为城市发
展提供产业动力与资源支持，参与
美好城市建设，
服务经济大循环。

是融创的核心竞争力。
2012年，融创从苏州开始对中
式产品的研发；8年后，融创在成都
落成首个蜀风作品--融创国宾雅
集。2020年8月，项目首批次开盘，
308套房源，套均总价500余万，开盘
当日选完。一举领先成都500万+市
场背后，是业绩、口碑为融创的“好
产品”
正名。
2015年融创入蓉至今，
一直不断
输出先于时代的人居理念，
并一直致
力于以用户思维打造美好社区。
截至2020年12月10日，融创在
川业主总数达84828户，交付8大项
目，总交付面积达1067283.39平米，
业主满意度高达97分，
稳居行业第一
阵营。同时，融晴社和v+社群两大社
群组织了归心秋里节、萤火少年社、
七夕节、
“ 超级小飞侠”等丰富的活
动，
建立没有陌生和守望相助的邻里
文化，
共筑每个人的
“心安归处”
。
文化旅游得以重构升级，带来更多
2020年，成都连续第13次获得
的欢乐与幸福感；城市也更乐于看 “最具幸福感城市”，如何让城市变
到，产业结构随着内生活力被激活， 得更宜居、更健康、更有温度，是每
形成文旅“聚能环”，实现人、城、产
一个参与企业的责任。2020年，入蓉
的和谐共生。
第一个五年的收官，融创以产业赋
能，叠加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力，交出
基石
美好生活的融创答卷；2021，第二个
“融创式”好产品+美好社区
5年如何再引领，
“美好城市共建者”
除了以产业赋能，在融创的理
融创将更加值得期待。
广告
解中，好产品是美好生活的基石，也
谢雯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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