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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妹靠写网文买了两套房
信阳 90 后女孩曾在电子厂、美容院打工，靠写作实现“逆袭”，在网络平台拥有极高人气
“荆棘之歌”是信阳市的一名普通 90 后女孩，在网络
上，她是一名拥有 110 万粉丝的网文作家，累计创作 8 部
网络小说，总计字数 877 万字，她的《青诡纪事》
《孔方世
界》
《丁薇记事》等作品在潇湘书院、起点女生网等网络文
学平台连载，拥有极高的人气。
高中毕业后南下广州去电子厂当“厂妹”，回信阳老家
在美容院帮工，靠写作实现普通人的梦想，为父母和自己
各买了一套房。如今的“荆棘之歌”实现了很多女孩儿梦
想中的生活状态——每天两三个小时的写作时间，剩下的
交给生活，在种满花草的房子里喝茶、玩猫……
顶端新闻·河南商报首席记者 王峰/文 受访者供图

小说是她的精神支柱，第一部小说吸引了 24 个粉丝
“荆棘之歌”出生于 1993 年，2008 年高三毕业后
她觉得成绩不好，
“ 学业上没有什么前途”，当时村里
的年轻人遇到这种情况，大部分会考虑外出打工。
“荆棘之歌”也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到广州电子
厂开始“厂妹”生涯。当上评检员后，她每天工作至少
10 个小时，坐在流水线上查看电子零件的质量。晚
上，
“荆棘之歌”睡不着觉，就经常坐在阳台上，把电子
书当作精神支柱。她边看边想，这些作者为什么会写
出这么好看的小说？网络文学在 2008 年也发生质变，
大量资本涌入，
催生网络文学的茁壮成长。
2015 年，
“ 荆棘之歌”结束“厂妹”生涯回到信阳，
在一家美容院帮忙。意外在起点中文网论坛里看到

新手发稿教程，
“ 荆棘之歌”用手机敲了两千字发表
了，这是她网络小说的开篇之作。
“荆棘之歌”的第一部小说是《带着系统来逆袭》，
书中写到美容院里发生的故事。她其实很迷茫，因为
每天写那么多字，又没人看，粉丝群里才有 24 个人。
有一天，读者突然给她的小说挑 bug，她检查改正后回
复读者，对方随手给她打赏了 200 元，当时的她震惊
了，
“我心想，我写的居然还值 200 元钱？就获得了继
续写下去的动力。
“
”荆棘之歌”
说。
2016 年年底，
“ 荆棘之歌”开始写第二本小说，就
是她赖以成名的《青诡纪事》，
此时收入也大幅度增加，
她意识到写网文是个不错的选择，
可以全职来干了。

要买就买两套房，一套自己住，一套给父母

生活中的“荆棘之歌”

2017 年，和做“厂妹”相比，月收入翻了 10 倍，让
她对未来也充满期待，开始考虑自己和家人的生活。
2017 年 8 月，
“ 荆棘之歌”在信阳付了两套 80 多
平方米房子的首付。
“荆棘之歌”说，
“我爸妈的房子就
在我楼下的楼下，走动也方便了。”
2019 年底，
“ 荆棘之歌”结婚后过起二人世界，
“我养了三只猫，种了 200 多种花，平时如果没有特殊
情况，就是上午写小说，我写得很慢，一小时两千字左
右，每天写两三个小时，中午出去锻炼，或者睡个午
觉，下午就是种种花，跟猫玩一会儿。”
直到现在，
“荆棘之歌”
都觉得写网络小说是
“低门
槛”
的事，
只要能做到跟别人顺利沟通，
都可以去尝试。

二七再添金融新军
华夏银行郑州大学路支行开业启航
6 月 23 日，华夏银行郑州大学路支
行举行开业仪式，这是华夏银行助力郑
州二七区高质量发展，提升金融服务实
体效能的又一积极举措。华夏银行郑
州分行行长余西宁、大学路支行行长陈
婷婷共同为大学路支行揭牌，省市重点
企业及该行相关领导出席仪式。

大学路支行是华夏银行郑州分行成
立十年之际着力打造的精品网点，该支行
位于二七区大学路淮河路东南处，辐射郑
州火车站、二七商圈等标志性区域，也是
老郑州较为繁华的零售集散地。陈婷婷
在致辞中表示，大学路支行将紧跟政府经
济导向，与河南省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发
挥好该行在“商行+投行+私行”、绿色银
行、普惠金融等领域的特色优势，服务好
区域内重大项目建设和重要产业升级，力
争为郑州市民众提供更加专业、便捷、高
效、全方位的金融服务，助力郑州经济高
质量发展。
作为华夏银行郑州分行首家智能化

网点，大学路支行积极践行“简约+智能+
场景”的设计理念，通过运用前沿的科技
手段，全面提升网点的服务体验和服务效
率，打造“小而美”全新服务形象。
大学路支行是华夏银行郑州分行网
点中的“精美”支行。据了解，该支行内部
270 度布局，以素雅简约的白色为主基调，
各类先进的设备布放有序，增添了不少科
技感。在空间设置上，对业务办理、交互
体验、客户等候等区域进行科学功能分
区，使得厅堂布局更合理、客户动线更流
畅。在业务办理上，厅堂内 90%以上的个
人业务可以通过自助设备和智能柜台完
成，省去了客户排队、填单等繁冗环节，同
时，运用科技力量服务群众，实现智慧屏、
宣传屏、PAD 等网点设备互联互通，打造
线上线下业务协同，提供个性化产品智能
推介服务。在细节打造上，引入视觉体验
升级和使用便利的新型集合柜台，等候区
“有声图书馆”扫码阅读、茶几嵌入无线充
电接口、隐形收纳抽屉等设计，在满足客
户的多样需求的同时，大幅提升网点整体
形象。
初心如磐，一路高歌。站在十周年的
新起点上，华夏银行郑州分行将坚守服务
实体经济的初心，紧扣区域发展脉搏，主
动创新服务方式，切实优化服务体验，扎
实推进“轻型银行、交易银行、开放银行、
绿色银行、人文银行”建设，以更加稳健的
姿态为中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与
力量。G （李莉娟 卢佳佳 康菲）

“荆棘之歌”说，在题材方面，大学生可以写校园
生活，宝妈可以写类似“天才宝宝三岁半”
“ 带着孩子
去闯荡”等流行题材，
“我现在正在连载一部以美食为
主题的网文，灵感是因为之前做过牙齿矫正，很多东
西不能吃，所以就想写美食相关的网文，让女主角代
替我尝遍各种美食。
”

你看过网络小说吗？你对什么
题材感兴趣？扫码说说吧

大乐透开出 2 注 1800 万头奖
6 月 22 日，体彩超
级大乐透第 22070 期
前 区 开 出 号 码“01、
07、17、23、35”，后区
开 出 号 码“07、11”。
当期全国销量为 2.88 亿元，为国家
筹集彩票公益金 1.03 亿元。

头奖 2 注 1800 万+3 注 1000 万
当期全国共开出 5 注一等奖。其中，2
注为 1800 万元（含 800 万元追加奖金）追
加投注一等奖，分落山东潍坊和山西太
原；3 注为 1000 万元基本投注一等奖，分
落安徽合肥、河北邯郸和浙江温州。
对比可见，由于采用了追加投注，当
期来自山东潍坊和山西太原的幸运购彩
者，在单注一等奖方面多拿了 800 万元追

加奖金，从而拿下单注 1800 万元追加投注
一等奖。
追加投注是大乐透独有的投注方式，
在 2 元基本投注的基础上，多花 1 元进行
追加投注，可多得 80%的浮动奖奖金。

奖池滚存至 12.40 亿
二等奖开出 146 注，每注奖金 7.64 万
余元；其中 68 注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
奖金 6.11 万余元。追加后，二等奖单注总
奖金 13.76 万余元。
三等奖开出 416 注，单注奖金 1 万元。
四等奖开出 814 注，单注奖金 3000 元；五
等奖开出 19154 注，单注奖金 300 元；六等
奖开出 25121 注，单注奖金 200 元；七等奖
开出 46191 注，单注奖金 100 元；八等奖开
出 778772 注，单注奖金 15 元；九等奖开出
7566220 注，
单注奖金 5 元。
奖池方面，当期开奖结束后，12.40 亿
元滚存至 6 月 25 日（周六）开奖的第 22071
期。G

河南体彩：
郑州购彩者机选大乐透 喜中二等奖 58 万余元
6 月 7 日上午，河南体彩郑州东区分
中心兑奖大厅迎来了一位前来兑奖的男
士，经工作人员验奖，中奖者王先生（化
姓）所持体彩大乐透彩票采用机选追加投
注，喜中二等奖 1 注，
获得奖金 58 万余元。
在兑奖过程中，王先生高兴地讲起了
自己的中奖故事：王先生是一位资深的体

彩购彩者，自体彩大乐透上市以来，每期
都会打上几注，大多都是采用机选追加投
注，一直坚持到了现在。对于这次中奖，
王先生不禁感叹：
“真是太幸运了！”同时，
王先生也表示，今后还是继续坚持购买体
彩大乐透。G（张佳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