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慢新闻

慢下来

2018年11月19日 星期一
责编 余麟 图编 张路
美编 青泉 责校 蒋国敏 青泉

让生活

·人物

深阅读下载慢新闻 APP

晚报抗癌互助会邀你参加

6 岁发表第一篇作品 10 岁写完第一部小说

这个少年 11 岁便加入作协
理书籍，要么给儿子讲解，要么让儿子自
学。
“ 我觉得《三体》读起来累，但他读起来
却很享受。有时，发现一本好书，他可以坐
下来看一天。
”
害怕儿子成为小书虫、小书痴，刘伟还
下了“命令”：每次借书买书，不得超过 8
本。
“一来，害怕他太过于沉溺其中，适得其
反；二来，怕他花在看书上的时间太多，耽
误了锻炼身体和玩耍。
”

今年 8 月，永川区红旗小学
的刘峥岩获得 2018 年第二季度
“新时代重庆好少年”荣誉称号。
给他的颁奖词这样写道：他品学
兼优、全面发展、成绩优异；他热
爱阅读、喜欢写作、擅长演讲；他
阳光开朗、热心公益、乐于助人；
他 10 岁完成人生的第一部小说，
11 岁加入永川区作家协会……
慢新闻－重庆晚报记者（慢
新 闻 爆 料 热 线 ：966988；邮 箱 ：
3159339320@qq.com）了解到，为
了拓宽写作知识面，刘峥岩补习
数学、自学物理、看《三体》，勤学
且乐此不疲。他说，自己要读万
卷书、行万里路、写万字文。

6 岁就在报刊上发表文章
记者昨天在沙坪坝一培训机构见到了
刘峥岩，这个 11 岁的少年显得成熟稳重。
刘峥岩是永川人，目前就读于永川红旗小
学，因为对数学感兴趣，每个星期天他都要
来主城补习。刘峥岩还擅长演讲，喜欢阅
读和写作。爸爸刘伟拿出儿子的一系列证
书：
“中华魂”演讲比赛重庆总决赛二等奖、
重庆第九届“红领巾小记者”决赛一等奖、
永川区第三届
“十佳中小学生”
……
刘峥岩告诉记者，因为父母工作的关
系，很小的时候，他就开始认字并接触书

誓要读万卷书

▲刘峥岩展示自己写作的小说
籍，6 岁时，他的作品《我爱我家》就刊登在
《少年先锋报》上。
“ 虽然只有 10 元稿费，
但我特别开心，是一种鼓励和证明。”刘峥
岩说。刘峥岩带来的剪报显示，在《少年
先锋报》发表作品后，他相继在新华之声、
永川日报等平台又发表了作品。2017 年，
10 岁的他，还写完人生第一部小说《梦幻
城市》。

拓宽知识面看《三体》
如今，刘峥岩正在写第二部科幻小说
《那最后一刻的末影水晶》，这本小说他已

经写了一年多，字数已有 3.8 万字，然而，写
作进度却在逐渐变慢。刘伟解释说：
“儿子
第一部小说写得很顺利，是因为小说的人
物少、故事架构小。第二部小说的人物就
多了，故事架构也大，因此儿子写作起来，
觉得有些费力，但一直在坚持。”他还解释
了儿子为何来主城学数学，
“ 因为写小说
时，
需要用到不少数学知识。
”
据刘伟所知，儿子已经读完了杨红樱、
沈石溪、曹文轩等多位知名儿童文学作家
的全部作品，年均阅读达到 150 本，还早早
读完了刘慈欣的《三体》，希望给写作带来
帮助。为了帮助儿子，他也找来初中的物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写万字文是刘伟
对儿子的期许，
“不管他最后是否会成为一
名作家，但这些都是在自我提升。”刘伟说，
为此，他们常常带儿子出去旅游，希望通过
浸入式体验，让儿子领略不同的事物，学到
更多的知识。
如今，越渐懂事的刘峥岩已经把父亲
这句话视为信条。今年 7 月，他加入永川
区作家协会，成为作协最小会员。
“ 我加入
的是小说组，组里的叔叔阿姨，教会我很
多。”刘峥岩说，自己现在正上六年级，功
课越来越多，但在写作的道路上会坚持下
去。为此，他还给自己取了一个笔名——
胡言，
“ 长大后，能够像莫言爷爷一样，用
手中的笔把更多更好的中国故事带向全
世界。”
慢新闻-重庆晚报记者 朱婷 文/图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携手西部
12 省市自治区主流媒体寻找 120 位中
国好少年，
其中，
联合重庆晚报在重庆
寻找 10 位中国好少年，获奖者每人奖
励 5000 元。咨询热线：
（023）966988。

12 省区市主流媒体推荐参评 全面展示西部最美风光

2018 西部旅游年度总评榜正式启动
改革开放 40 年来，
西部旅游经历了从起飞到跨越的 40 年历程。近年来，
国家大力发展全域旅游，
让西部地区面临
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为进一步推动西部旅游发展，由 T12 中国西部全域旅游媒体联盟、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发
起，
贵州日报报业集团、甘肃日报报业集团、西藏传媒集团、银川市新闻传媒集团、封面新闻、华商网、南国早报、呼和浩
特晚报、春城晚报、乌鲁木齐晚报等联合主办，
重报都市传媒集团承办的“改革开放 40 年，
全域旅游大发展——第二届
T12 中国西部全域旅游发展论坛暨 2018 西部旅游年度总评榜”今日正式启动。

年度评选 主流媒体推荐参评

短片展演 视频展示西部之美

“2018 西部旅游年度总评榜”将通过
记者了解到，本次活动还设置了“2018
西部 12 省区市主流媒体推荐、全国网友投
西部全域旅游短片展演”环节，希望通过短
票、行业专家评审的方式，对西部地区全
视频这一新兴传播方式，让更多颜值与内
域旅游创建单位、旅游目的地、旅游行业
涵兼具的西部旅游目的地，更加直观地展
相关服务机构、在乡村振兴产业融合方面
现在国内外游客的面前。
表现卓越的镇村/田园综合体/特色小镇，
本次展演仍由西部地区主流媒体推荐
以及对全域旅游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人
各地旅游短片参评，并在“重庆周末去哪
士，进行全方位的展示，并推选出对西部
儿”开设专区进行集中展示和投票。但与
旅游发展具有推动价值和示范作用的机 “西部旅游年度总评榜”不同的是，短片展
构和个人。
演不再设置专家评审，将完全根据网友投
据了解，本次活动的线上展示及投票
票的结果，评选出“2018 西部旅游十大最
部分，将从今天起至 12 月 21 日，在重庆日
美旅游形象短片”
。
报报业集团旗下旅游类微信公众号“重庆
“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各种新兴传
周末去哪儿”上进行。活动期间，全国网友
播方式层出不穷。对旅游来说，以视频为
均可进入“重庆周末去哪儿”，为喜爱并认
载体的传播更具说服力。”上述负责人表
可的机构、目的地和个人投票。
示，本次活动希望结合多种新媒体传播方
网络投票结束后，专家评审将对所有
式，让西部美景走入更多游客的视野。
“尤
参评机构及个人进行专业评定。最终将结
其是这次展演，完全依靠网友喜好来决定
合网友投票（占 50%）和专家评审意见（占
结果，对参评单位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
50%），评选出西部地区最受关注全域旅游
创建示范单位、最受欢迎旅游目的地、最值
T12 论坛 探讨西部旅游发展
得信赖旅游机构、全域旅游影响力人物、最
有价值美丽乡村等奖项。
记者打探到，
“2018 西部旅游年度总
“我们希望通过西部 12 省区市主流媒
评 榜 ”颁 奖 典 礼 将 于 明 年 1 月 在 重 庆 举
体强大的全媒体平台，
将西部地区丰富的旅
行。与之同步进行的，则是堪称“西部旅
游资源、改革开放 40 年来西部旅游的蓬勃
游年度大戏”的“第二届 T12 中国西部全
发展，充分展示在全国乃至全球游客的面
域旅游发展论坛”。届时，西部地区国家
前，让更多游客关注西部旅游，关注西部全
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著名旅游行业
域旅游发展。
”
活动组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专家、众多知名旅游企业，以及关注西部

旅游发展的媒体和业内外人士都将来到
重庆，共同讨论西部全域旅游的未来和发
展路径。
“在去年举行的‘首届 T12 中国西部全
域旅游发展论坛’上，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发

起成立的‘西部全域旅游媒体联盟’，得到
了西部 12 省区市主流媒体的积极响应，才
有了今年的盛会。而明年，西部全域旅游
媒体联盟将会有更大的动作。”前述负责人
透露。
重庆晚报记者

第二届 T12 中国西部全域旅游发展论坛暨 2018 西部旅游年度总评榜
主办单位：
T12 中国西部全域旅游媒体联盟、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
联合主办：
贵州日报报业集团、
甘肃日报报业集团、
西藏传媒集团、
银川市新闻传
媒集团、
封面新闻、
华商网、
南国早报、
呼和浩特晚报、
春城晚报、
乌鲁木齐晚报
承办单位：
重报都市传媒集团
执行机构：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旅游发展中心

2018 西部旅游年度总评榜
奖项设置》
》 2018 西部旅游·最受关注全域旅游创建示范单位
2018 西部旅游·最受欢迎旅游目的地
2018 西部旅游·最值得信赖旅游机构
2018 西部旅游·全域旅游影响力人物
2018 西部旅游·最有价值美丽乡村
2018 西部旅游·十大最美旅游形象短片
投票时间》
》
》
2018 年 11 月 19 日
-12 月 21 日
投票平台》
》
》
微信公众号
“重庆周末去哪儿”

投票方式》
》
》
扫 描 左 面 二 维 码 ，关 注
“重庆周末去哪儿”，点击菜单
中的“2018 西部旅游总评榜”
或“西部全域旅游短片展演”，
按提示进行投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