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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档案】
关云（贼眉鼠眼）：1979年生，湖南长沙

人。2009年成为网络写手，现为起点中文网
签约作家。已完成 《传奇纨绔少爷 》、《明朝
伪君子》等多部作品，《贞观大闲人》正在持
续更新中。

1月8日清晨6时33分，起点中文网的历
史小说《贞观大闲人》更新了7000字。这是
作者贼眉鼠眼一个通宵的成果。

贼眉鼠眼本名关云， 在网络世界里，他
被称“粉丝”们呼为“老贼”。每天入夜后，就
是他的写作时间。一两个小时，就在屏幕上
写出几千字，然后，他就开始不厌其烦地修
改雕琢，“恨不得每章改七八遍”。《贞观大闲
人》在起点中文网上架已近一年，至1月上旬
已经写到120多万字。记者在网站上看到，该
书总推荐超过30万次，总点击达170万次。

关云大学修的是工商管理专业。 毕业
后自己创业，2009年开始全职写网络小说。
他说，“当时走投无路， 被生活逼得走上了
网络写手的道路。”

大学毕业后，关云几次创业都失败了。
虽然父母好言安慰， 但是大学毕业几年还
在“啃老”，他自己心里也不是滋味。想想自
己之前续写过古龙《七种武器》的第七种，
自我感觉还不错，那就当网络写手吧。

第一部《传奇纨绔少爷》，写到18万字

的时候，开始自我怀疑，感觉“此路不通”，
一度想放弃，好在又坚持了下来。写到20万
字的时候，起点中文网找上门来签约，他正
式成为有收入的网络写手。“网络写手看似
没门槛，但是要靠这个吃饭，其实非常难。”
目前全国网络写手超过百万， 真正能靠写
作衣食无忧、买车买房的凤毛麟角。

在网络读者眼中，关云的路子很新颖，
语言幽默风趣， 慢慢积累起相当数量的读
者，仅书友QQ群就有上十个。其中一位女
读者是他的“铁杆粉丝”，也是书友群的管
理员。 网上聊过几次后， 发现彼此都在长
沙，联系渐渐多了，发展成男女朋友，最后
干脆娶回了家。

在创作《明朝伪君子》期间，关云身患
结核性胸膜炎住院。 那是一段最痛苦的日
子，每天不停的化验、吃药、打点滴，药物的
副作用令他整日昏昏沉沉，导致《明朝伪君

子》的更新停滞。读者们知道关云患病，纷
纷送上关怀慰问。

2013年8月，起点中文网安排关云与另
外三位网络作家在四川成都参与签售活
动， 有一位读者特意从深圳乘飞机过来参
加， 只为见他一面， 握着关云的手久久不
松，不停重复着说一句话，“好好养病，更新
不急，大家都体谅你，你要快快好起来。我
们会一辈子追看你的书， 一定要好好保重
自己。” 这句简单的问候令关云无比感动，
至今仍记忆深刻。

2015年10月， 关云成为湖南省第14期
中青年作家研讨班的学员， 在毛泽东文学
院学习了20天。

关云坦言，网络写作面临诸多掣肘，网
络写手还是在“夹缝”中生存。关云希望，在
某一个时候，文学不再有传统、网络之分，
而是只有好的、坏的之别。

� � � � 湖南日报1月11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
讯员 周瑾容 周蓉荣）当事故或意外突然降
临，谁能第一时间施救？今天，省人民医院牵
头发起成立“现场救护—第一目击者行动”
联盟， 将联合湖南首批20余家联盟单位，对
公众进行规范化培训，普及急救知识。

现代救护立足于现场抢救， 事故或意
外突然发生的十几分钟内， 绝大多数情况

下专业人员无法到达。 故由第一目击者抓
住早期几分钟施救，可挽救更多生命、减少
伤残。据调查，心搏骤停4分钟内，抢救成功
率约50%；超过6分钟后，成功率仅为4%；超
过10分钟以上，抢救成功率几乎为零。

我国每10秒钟就有1人因心脑血管疾
病死亡，每年54万人猝死，抢救成功率却不
足1%� 。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成为“第一目击

者”，普及急救知识迫在眉睫。
省人民医院院长祝益民介绍， 医院建

立了第一目击者培训小屋， 由专业志愿者
对公众进行规范化培训， 前期已培训了逾
3000名合格的第一目击者。 联盟成立后，
将招募更多社会志愿者，进行规范化培训，
希望在遇到突发状况的危急时刻， 每一个
“第一目击者”能够科学有效施救。

� � � � 湖南日报1月11日讯 （姚学文 娄歆
月）1月9日， 湖南师大附中梅溪湖中学多
功能教室内一片暖意，“湖南学子游燕园”
研学旅行首次活动在这里开班。中央财经
大学新闻系主任谭云明教授，为参加旅行
活动的学子，开讲第一课。北京大学校友
会副会长高超教授，北大、清华的研究生
志愿者，与学生们进行了互动。

活动由德信仁旅行社（北京）有限责
任公司牵手湖南日报社长沙分社举办。

活动主办方有关负责人介绍， 该活
动是根据教育部有关开展研学旅行的要
求，举办的研究性综合实践活动，将通过
丰富多彩的名校游学体验， 让孩子们在
名校名师指点下，开阔视野，提升综合素
质和专业素养，快速成长，为孩子的名校
梦保驾护航。

据悉，研学旅行分为湖南2日游和北京
7日游。湖南2日游将由来自北大、清华的专
家和高材生， 在长沙进行2天集中授课，内
容包括专家指导写作，与北大、清华高材生
进行学习交流等。北京7日游将集体组织学
生前往北京进行7天研学旅行活动，内容包
括名校教授、优秀教师上文化课程，与北大
志愿者分享学习心得，游览故宫、长城、奥
林匹克公园，参观北大、清华等。

⑤

创业失败后，他被“逼”成网络作家。每天入夜后，就是他的写作时间———

“靠这个吃饭，其实非常难”

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 � � � 1月11日，志愿
者在现场进行急救
演习。当天，省人民
医院发起成立“现
场救护———第一目
击者行动”联盟，招
募专业志愿者和非
志愿者， 进行规范
化培训。

湖南日报记者
赵持 摄

“湖南学子游燕园”
研学旅行开班

� � � �本届U23亚锦赛的前三名将获得里约奥运会入
场券。首战对阵东道主卡塔尔队，对于被称为“史上
最弱”国奥队来说，难度系数显然不低。

从分组形势来看，国奥队避开了日、韩、澳等传统
强队，算是一种利好，但要想争前三，强队终是回避不
开的。当然，前提是小组出线。要知道，国奥队的小组
赛对手是卡塔尔、叙利亚和伊朗队这样的“西亚狼”，
可谓场场都是硬仗。 加上本届赛事又在西亚举办，更
让人们为国奥队的小组出线前景捏一把汗。

中国足协近日公布的海报充满了青春气息，6个
用涂鸦形式写下的大字“朝‘里’走，敢‘约’吗？”十分
醒目，表达了国奥队冲击里约奥运会的决心。不过，在
出征之前，这支国奥队并不被外界看好，他们甚至被
称为“史上最弱”国奥队———2014年仁川亚运会上，中
国国奥队以0比2不敌泰国队，被挡在8强门外；尽管在
去年的亚锦赛预选赛以3战全胜晋级决赛圈， 但在此
前的热身赛中，国奥队分别负于伊拉克和阿联酋队。

本次出征的国奥23人名单中，来自山东鲁能、杭
州绿城和天津泰达队的球员各有3人， 以刘彬彬、王
彤与吴兴涵等鲁能系为表率。同时，徐新、张玉宁等5
位有着“海归”背景的球员同样值得关注。可以预见
的是，卡塔尔队必将借东道主之势大打进攻战。国奥
将士必须保持冷静、加强控制力，定位球和防守反击
战术或将成为打开局面的突破口。对于首个对手，国
奥队主帅傅博表示，“U23亚锦赛的第一场比赛确实
是最困难的，卡塔尔队也是强大的球队，我们希望将
压力化解为比赛的动力。”

13日0时30分，CCTV5将对本场中卡国奥战进行
现场直播，球迷朋友值得守候。

融城杯半决赛爆冷

芒果巴淘汰四海
湖南日报1月11日讯（记者 王亮）1月10日进行

的第6届胖哥融城杯湖南业余超级足球赛半决赛爆
出冷门， 卫冕冠军长沙四海队1比2不敌湖南广电芒
果巴队，无缘决赛。

由于长沙四海和湖南体彩队是我省公认的业余
足球强队，因此赛前外界预测两队将会师决赛。但是
半决赛， 芒果巴队用他们永不放弃的拼劲爆了一个
冷门。第22分钟，四海队的王康远射打在防守球员头
上，皮球发生变向后破门。虽然比分落后，但芒果巴
队没有放弃，而是全力发起反攻。下半场，芒果巴队
的何思伟射门得手扳平比分， 周文杰在最后时刻再
下一城，将比分锁定为2比1。另一场半决赛中，湖南
体彩队以4比2淘汰搏翼绿茵队。

� � � � 北京时间13日凌晨0时30分，
中国国奥队将在卡塔尔打响冲击里
约奥运会的第一战， 迎战U23亚锦
赛小组赛首个对手卡塔尔队———

国奥敢“约”吗
湖南日报记者 蔡矜宜

早期几分钟施救，挽救更多生命

湖南将成立“现场救护”联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