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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档成都人消费方式转变 旅游类小程序迎来高峰

民宿成热门
成都人爱用小程序预订酒店机票

成都人爱去哪些旅游目的地游玩？同程艺
龙方面告诉记者，在暑假期间，成都市民休闲
度假需求主要以周边游为主，本地的主题公
园、水世界等迎来暑期接待旺季，成都国色天
香陆地乐园（三期）、南湖梦幻岛、成都欢乐谷、
成都国色天香水上乐园等景点比较热门。

国内长线游方面，北京、上海、丽江、昆明、
大理、桂林、贵阳、青岛等都是成都市民比较喜

欢的暑期出游目的地。出境游上，日本、新加
坡、泰国、新西兰、澳大利亚、美国以及相对较
凉爽的北欧国家都是成都市民比较喜欢的暑
期出境游目的地。

除了旅游目的地外，在住宿方面，成都一
个新变化是民宿、客栈、精品度假酒店、度假公
寓等的预订量占比超过三成，热门景点周边的
住宿均价在400元/间夜左右。

同程艺龙方面表示，这些数据中最值得关
注的是成都人暑假酒店预订方式的变化，成都
消费者预订同程酒店有较大比例是从微信入

口完成的，占比超过六成，他们认为主要原因
在于平台对微信小程序及微信钱包入口做了
大量优化工作，用户体验大幅提升，同时还推
出了分享“砍价”活动，吸引了大量年轻用户。

消费行为变化
“我的小程序”访问量最高增长11倍

8月1日，小程序数据统计平台阿拉丁发
布的7月微信小程序榜单引来行业颇多关注，
这份榜单中，第一名是热门小游戏“跳一跳”，
而受益于暑期旅游旺季庞大的出行需求拉动，
相比 6 月份的榜单，同程艺龙的微信小程序

“酒店机票火车”增长显著，其阿拉丁指数排名
由第九名前进至
第二名，一举超越
拼多多、京东购物
等热门电商类小
程序，直逼热门小
游戏“跳一跳”。

同 时 榜 单 显
示，微信新上线的
位于下拉栏的“我
的小程序”，凭借
其收藏夹性质，迅
速成为微信小程
序的核心入口之
一，用户访问量最
高增长11倍。可以
看到，随着爆款游
戏和热门时间节

点的到来，消费者使用小程序进行出行购物的
需求在上升，这也将进一步促进各类小程序软
件的迭代更新，提升用户体验。

那么实际上小程序的操作体验感如何呢？
记者点开微信钱包看到，同程艺龙在微信钱包
商城中的旅游类独家入口“火车票机票”和“酒
店”已经将着陆页面设置为微信小程序“酒店
机票火车”，用户点击这两个入口可直接跳转
至小程序界面完成相关产品的购买和查询，相
较于以前，功能和体验上皆有提升，使用体验
上更加流程。

据 Quest Mobile 数据报告显示，从 2018
年年初开始，微信小程序迎来了一波集中爆
发，日活跃用户数在今年 4 月份即突破了 2

亿，已成为当前中国互联网行业最具成长前
景的大流量入口。随着中国互联网“人口红
利时代”的终结，流量正在变得越来越分散，
背靠腾讯的同程艺龙正在加快布局，深挖这
一“流量金矿”。

记者也通过同程艺龙的招股书发现，作为
腾讯在OTA行业的重大战略资产，同程艺龙
获得了腾讯系平台的强力支持。2015-2017
年，同程及艺龙的腾讯旗下平台合并平均月活
跃用户由2015年的760万增至2017年的7960
万，年复合增长率（CAGR）为223.6%。随着社
交电商模式的快速崛起，坐拥微信社交流量

“金矿”的同程艺龙也将受到了更多关注。
成都商报记者 胡沛 实习记者 杨程

自从跳一跳爆火后，各
类小程序开始受到更多人的
关注。“打开微信钱包，马上
就可以预订火车票、酒店了，
下APP的话太麻烦了，”随
着暑期档的持续升温，成都
小伙伴们被身边旅游达人这
样安利过的不在少数。

而这其中，旅游类产品
无疑又成为了暑期大众的
关注焦点，成都人该去哪旅
游、哪住店又喜欢用什么方
式来预订机票酒店成了外
出一大难题。为此记者采访
了同程艺龙成都相关部门，
让他们用大数据为成都人
出行方式把把脉。

新书收录的23篇文章由他亲自编选

《我只知道人是什么》这个书名源自余华2010年5
月参观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的经历。纪念馆有一处国
际义人区，是为纪念那些在大屠杀期间援救犹太人的
非犹太人。他们中间一些人的话被刻在柱子上和墙
上，而一个波兰农民的话令他十分难忘。这个波兰农
民把一个犹太人藏在家中的地窖里，直到第二次世界
大战结束。以色列建国后，他被视为英雄来到耶路撒
冷，人们问他，你为什么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一个犹太
人？他回答：“我不知道犹太人是什么，我只知道人是
什么。”

在余华看来，这个勇敢的行为意味着人性的力
量，“文学包罗万象，但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人。”《我
只知道人是什么》书中所收录的23篇文章由余华本人
亲自编选，话题宽泛，但都不同角度围绕着余华创作
经验而延伸。

有一次在意大利，余华被邀请方安排到精神病院
去跟精神病人进行文学对话。在一个封闭的空间，他
与翻译一起，与一屋子精神病人一起交流文学。最后
告别出来，余华看见这些精神病人有男女搂在一起去
食堂吃饭，他突然发现原来精神病院里也有爱情，“我
此前觉得精神病患者生活在一个黑暗的无底洞里，但
那两对男女亲密走去的身影改变了我的想法，因为那
里有爱情。”

作家眼中语文和文学的联结

这一次，余华打开与世界文坛的交汇，《我只知道
人是什么》中，睿智又真诚分享了他的观察和思考，从
往事到现实，从自我到时代，既漫谈生活体验，也谈及
创作心得。

来自开卷等第三方销售数据显示，余华的代表作
《活着》累计已销售一千万册，而读者构成中，年轻读
者的占比也越来越大。事实上，余华的成名作《十八岁
出门远行》自1999年收入中学语文教材后，二十年来
学生们对这部作品的创造性阅读令他感到惊喜，而同
一个文本在教学阅读和文学阅读间的交错兴味也令
他深有感触。在这本杂文集中，余华还结合语文教案、
名家评论、最初创作构想与如今回看的感受，站在作
家视角阐述了他眼中语文和文学的联结，以及如何打
开两者之间的秘密通道。

余华全新杂文集近日出版
书名灵感来自参观大屠杀纪念馆经历

“文学包罗万象，
但最重要的还是人”

时隔三年，被誉为中国现当代文
学的旗帜、当代最杰出小说家的余华
又回到大众视野，不仅推出最新杂文
集《我只知道人是什 么》，分 享 近 年
来的见闻感想，打开自己与世界文
坛 的 交 汇 ，还 登 上 了 央 视《朗 读
者》。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余华聊
故乡与写作的关系，“只有离开最熟悉
的地方，再回去，才知道你真正的财富
在哪里。”

忆童年：
见惯死亡，曾在太平间睡觉

在北京生活三十年，超过在故乡
浙江的时间，余华说，他的写作就是回
家。作为上世纪80年代先锋派文学的
代表人物，余华在他的众多作品中，不
乏冷酷、犀利，充满暴力、血腥的描写，
而这样的写作风格也成为他的独特标
签。“离开故乡后才知道，故乡才是我
真正的财富，”对于他来说，童年在故
乡的经历，直接影响着他的创作，直到
如今。

在余华最广为人知的作品《活着》
中，主角福贵一生都在与死亡纠缠，

《许三观卖血记》里的许三观则为了卖
血不断去医院，而这些创作元素大都
源自于余华本人童年在医院的生活。

余华小时候父母是医生，他的童
年基本是在医院中度过。父亲是外科
医生，他和哥哥经常去看父亲动手术，
被父亲赶出去。小时候，早已对医院环
境熟悉的他上厕所会经过太平间，一
点也不感到害怕，每天晚上被失去亲
人的哭声吵醒。在很热的夏天，他甚至
在太平间睡觉。长大后，他读到一句海
涅的诗：“死亡是凉爽的夜晚。”余华
想，这就是自己在太平间睡午觉的经
历啊。那个在普通人看起来阴森恐怖
的太平间，对于余华来说却是避暑的
好地方。

“父亲给我看病，是一个悲惨的经
历。”小时候淘气，为了逃避父亲的惩
罚，他经常装病，“我小时候有演技
的。”有一次，父亲问他哪里疼，他就顺

应着父亲演戏，父亲诊断他患了阑尾
炎，上了手术台后为时已晚，“就这样
我的阑尾被割掉了。”长大后，余华成
为了一名牙医，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小
镇上手握钢钳，给病人拔牙。“我不喜
欢每天看着别人张开的嘴巴。那是世
界上最没有风景的地方。”

于是，五年后，余华弃医从文。

谈故土：
离开故乡成就了我

离开故乡对余华意味着什么？
余华讲了《一千零一夜》中的一个

故事。一个巴格达的富人，挥金如土，
很快坐吃山空，成为穷光蛋。有一天，
这个人在睡梦中听见有一个智者对他
说：“你的财富在开罗。”从梦中醒来，
这个人就去了开罗。在开罗他被人误
会是小偷的同伙，抓进了监狱。法官问
他从哪来的？这个人就把自己怎样听
从梦中人的指点从巴格达到开罗来的
经过说了一番。法官听了巴格达人的
话，说他曾经也做了梦，梦中听到有人
对他说：在巴格达城的某个地方有这
样一间房子，房子周围有个花园，花园
下埋着许多金银，这个人一听，原来就
是自己的家。他回到家挖出了无数的
财宝，成为了大富翁。

余华说，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只有
离开熟悉的地方，真正回来才知道财
富在哪里。“离开成就了我。故乡是一
个神奇的地方。”余华说，“父母是怎样
的存在？马尔克斯说过，父母健在的
话，你和死亡之间有一层垫子，当父母
离开后，你就直接坐在死亡上面了。”

作家和故乡从来都是互相成就，
就像鲁迅和鲁镇，马尔克斯和马孔多
小镇。主持人董卿说，余华的文字冷静
里透着力度，像是一把泛着银光的手
术刀。余华通过自己的文字，回到想去
的地方。故乡代表着彼此给予，代表着
有去有回，故乡给余华带来成长的原
始助力，而余华通过写作也反哺给故
乡独一无二的悠远情愫和人文蕴涵。

成都商报记者 陈谋

专访作家余华：

作家与故乡
从来都是互相成就
就像鲁迅和鲁镇

作为当代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代表人物，随
着《兄弟》《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第七天》等作
品在美、英、法、意、日、韩等全球四十多个国家
和地区不断出版，近年来余华也频繁受邀参加
世界各地的演讲与活动。近日，译林出版社出版
了余华的全新杂文集《我只知道人是什么》，这
也是继《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后时隔多
年，余华的又一本新作。

把真实案件搬上荧幕

2010年11月底，在距彭山县城仅
两三公里的江口采沙场传出消息：有
人在附近江中挖出一只重12斤的黄
金盘。这个意外的发现，让这里成为
文物贩子、盗墓贼所觊觎之处。2016
年底，四川警方破获张献忠江口沉银
遗址大案，让张献忠的宝藏之谜和背
后的盗窃、走私、贩卖势力浮出水面。

昨日下午，以张献忠“江口沉银
遗址”盗掘案为背景的现实主义悬疑
电视剧《垂钓者》在成都宣布，该剧将
于7日在江口镇开机。导演王琳珉、编
剧贾立强，主演吴健、董维嘉、赵燕国
彰、雷汉、方涛等均出席了发布会。据
悉，《垂钓者》以张献忠“江口沉银遗
址”盗掘案为背景，讲述吴健饰演的江
汇海带领专案组民警，在长达3年时
间里，奔赴全国各地甚至海外，缉拿
嫌疑人，追回国宝的故事。

导演王琳珉介绍，真实的江口沉
银案中，人物线索众多，但电视剧中会
主要浓缩到主角，即江汇海（吴健饰）
身上，带出破案的这群警察形象。同
时，以盗宝事件为主线，另一条线则回
溯历史，即张献忠的一些故事，穿插在
电视剧中，包括当年张献忠为何沉船，
怎么沉船等等。

用高悬疑的故事吸引人

“这部电视剧不是一般意义上的
悬疑剧，因为首先是根据真实案件改
编，破案的故事就足够有戏剧性。同
时，整部剧强调快节奏，学习美剧的风
格。”《垂钓者》编剧贾立强介绍，剧本
前前后后写了10个月左右，先后在彭
山走访了近半年，工作笔记本都足足
有6本！

“有民警为了破这起案件，结婚当
天只喝了杯酒，下午就扑到外省；有的

民警经历了家人去世无法赶回来的伤
痛……”贾立强回忆，他在采访中就发
现，警方面对的都是高智商嫌疑人，不
仅要斗勇还要斗智，长达3年的破案期
间，实际上就是铺开大网钓大鱼的过
程，所以最终剧名改为《垂钓者》。

据悉，在大多数电视剧动辄七八
十集的当下，《垂钓者》初步定为30
集，希望用快节奏高强度高悬疑的故
事吸引人，“我们绝对不会拍注水
剧。”制片人张湛介绍，7日开机后，预
计拍摄3个月，最快明年在一线卫视
和网络播出。

将展现四川风土人情

该剧制片人张湛告诉成都商报记
者，这个题材曾是国内不少影视公司
争相抢夺的IP。作为四川的影视公司，
既然拿下了这个IP，自然要好好制作，
让全国观众看到一部具有四川风味的
电视剧。

除了题材方面，《垂钓者》还有相
当强的四川元素，导演王琳珉介绍，四
川的风土人情肯定会在剧中有大量体
现，比如锦里、宽窄巷子、太古里等，也
会在乐山大佛、新都桥、夹江千佛崖、
彭山摩崖石刻等地取景，“人物塑造这
一块，我们主要把四川人的幽默、善良
等很有特点的性格表现出来。”

剧中男一号江汇海由吴健饰演，他
告诉成都商报记者，自己虽然不是成都
人，但和成都缘分很深，这已经是第二
次和王琳珉合作。“很喜欢成都，这里有
丰富的人文和文化底蕴。”吴健说，当时
看到《垂钓者》剧本后就被抓住了，感觉
很精彩，还专门推掉了同档期另一部电
视剧。吴健告诉记者，自己很早就听说
过张献忠宝藏的故事，就在不久前，还
专门去国家博物馆参观了张献忠“江口
沉银”文物展，感到“很震撼”。

成都商报记者 邱峻峰 摄影报道

揭秘“江口沉银盗掘案”

电视剧《垂钓者》
今日开机

时隔多年
发布新书

归
来

阐
述

作家余华

册封金册、元帅金印……6月底，500余件张献忠“江口沉银”文物精品
亮相中国国家博物馆，张献忠的宝藏终于在公众面前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事实上，这些稀世珍品中，曾有大部分被盗。

昨日下午，以张献忠“江口沉银遗址”盗掘案为背景的现实主义悬疑
电视剧《垂钓者》（原名《捍宝群英》）宣布，将于7日在彭山江口镇开机。值
得一提的是，该剧四川元素浓厚，导演王琳珉，编剧贾立强都是成都人，剧
中主演如雷汉、方涛也是成都演员。导演王琳珉介绍，四川的风土人情肯
定会在剧中有大量体现，比如锦里、宽窄巷子、太古里等，剧组还会在乐山
大佛、新都桥、夹江千佛崖、彭山摩崖石刻等地取景，“人物塑造这一块，我
们主要把四川人的幽默、善良等很有特点的性格表现出来。”

发布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