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她

1.以上理财产品收益测算依据等详见产品说明书，

额满即止。

2.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投资须谨慎。

3.浙商银行个人借记卡客户通过我行网上银行、手机

银行、ATM 等所有电子渠道跨行转账手续费全免！

我行理财产品可转让、可入增金财富池!

温馨提示

新客专享
99天型

5.35%
5万元起，上限600万元
12月07日-12月11日

高净值客户专享
180天型

5.55%
20万元起，上限2000万元

12月07日-12月12日

大众客户
182天型

5.35%
20万元起，上限2000万元

12月07日-12月10日

高净值新客专享
99天型

5.42%
20万元起，上限1000万元

12月07日-12月11日
全国统一服务电话：95527
网址：www.czbank.com

理财先锋 刊登电话：0571-85311950

报名网点地址及咨询电话
杭州分行
萧山支行
萧东支行
滨江支行
余杭支行
富阳支行
城西支行
运河支行

0571-87330888
0571-82891525
0571-82921285
0571-87666304
0571-89188585
0571-61739070
0571-88929508
0571-87258318

杭州市建国北路736号
杭州市萧山区市心北路36号
杭州市萧山区靖江街道青六南路10-14号
杭州市滨江区滨康路321号
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人民大道532号艺海名扬商厦
富阳市富春街道恩波大道273-281号
杭州市古翠路76号怡泰大厦1-2层
杭州市拱墅区湖州街323号

玉泉支行
西湖支行
城东支行
九堡支行
良渚支行

未来科技城支行
下沙支行
东新支行

0571-87965333
0571-88266552
0571-86888755
0571-86909750
0571-88782306
0571-89087715
0571-85892188
0571-81915968

杭州市教工路88号立元大厦1楼
杭州市庆春路290号
杭州市新塘路88号天星龙大厦B座1楼
杭州市江干区九环路6号2幢
杭州余杭区良渚镇金恒路88号25幢
杭州市文一西路1218号恒生科技园33幢浙商银行
杭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上沙路226-203号（中沙金座底商）
杭州市下城区新天地尚座东楼浙商银行

天城支行
钱江支行
嘉兴分行
桐乡支行
海宁支行
海盐支行
嘉善支行
衢州分行

0571-88892181
0571-85771818
0573-82038088
0573-89801556
0573-80709022
0573-86058000
0573-84195688
0570-3397103

杭州市江干区全福桥路298号富亿商业中心底商10-11号
杭州市上城区钱江路555号日信国际一楼浙商银行钱江支行
嘉兴市梅湾街1号
桐乡市世纪大道779号马德里花园3号楼
海宁市海洲街道文宗南路96号
浙江省海盐县武原街道百尺北路128号
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罗星街道阳光西路29号
衢州市新安路20号国税大楼1幢1楼

江山支行
龙游支行
湖州分行
丽水分行
德清支行
青田支行

0570-4045527
0570-7787010
0572-2777113
0578-2226926
0572-8688897
0578-6733863

浙江省衢州市江山市鹿溪南路82号
衢州市龙游县荣昌路575号环达科技大楼
湖州市人民路136号
丽水市丽阳街651号华侨开元名都大酒店东裙房1-2层
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武康街道千秋街与中兴路交叉口
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鹤城街道鸣山路60号

“引爆岁末狂欢”——浙商银行永乐理财预期收益高至 5.55%!

IP
传奇录

七英俊是个透着灵气的90后网文作家。

这个土生土长的杭州姑娘，身材清瘦，皮肤白皙，一脸很英

气的长相，语速极快，讲到兴起时眉飞色舞，青春气息扑面而来。

她的文风亦是如此。

在刚刚获得第二届网络文学双年奖优秀奖的出版作《有

药》的封面上，赫然挂着“魔性小说”、“鬼畜风格”、“高能脑洞”

等推荐语。

她还是 B 站有名的 up 主（指在视频网站、论坛、ftp 站点

上传视频音频文件的人），《全职高手》话题下，点击量最高的

同人视频、歌词就出自她手。

12月12日，她的新书《记忆倒卖商》将正式预售，这部作

品并未在网上连载，粉丝热情却丝毫不见有减，微博下全是

“排队等付款”的姿态。

这次，七英俊讲了一个专门取走和转卖别人记忆的作案

团伙的故事，脑洞依旧。

正如她的微博简介所写：我有一脑洞，可纳山与海。

新作《记忆倒卖商》即将开售，“七英俊”细聊中二写作史

这位高颜值杭州女孩
脑洞里有星辰大海

七英俊七英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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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文化

本报见习记者 林梦芸 通讯员 陈栋本报见习记者 林梦芸 通讯员 陈栋

“网瘾”少女
七英俊在杭州城西一带长大。小学浙大

附小，初中绿城育华，高中考上了杭二中（滨

江校区）。

那时正逢出国潮，七英俊也在读到高二

的时候留学美国，“身边的小伙伴都出国了，

我英语还可以，就也出去看看。”

大学，她考进了全美文理学院排名前 20

的汉密尔顿文理学院。家里人说学艺术会没

饭吃，她便完成了艺术和经济的双修。

不过，如果要给七英俊的青少年时期下

个定义，比起“学霸”，“网瘾少女”会贴切得多。

为了防止她上网，家里电脑的密码一个

月换一次，“但我还是有办法破解。”七英俊语

气中透着一股鸡贼，“远远偷瞄爸妈输密码的

手势，大概记得几个键，下次再给它试出来。”

这么千辛万苦地网上冲浪，为的不过就

是追星，干过最疯狂的事是为了赶去维塔斯

在上海的演唱会，中考最后一门政治没写完

就交了卷。为了省出 1800 元的演唱会门票

钱，她吃了一个月的青菜白饭。

“那时候，国内同学哈韩，美国同学喜欢

贾斯汀·比伯这一类的偶像。我就觉得，我是

跟你们不一样的，我品位比较清高。现在回

头看，哪有什么不一样啊。”

大概正是这颗不安分、躁动的好奇心，让

这位“网瘾少女”一路走成网络作家。

好奇宝宝
每年一放假，七英俊就会从书店拎三大

袋的书回家，那时是标准的文艺少女口味：村

上春树、毕淑敏、米兰·昆德拉、杜拉斯、萨冈。

但对于完全靠自己培养的阅读习惯，七

英俊挺骄傲的。在她看来，小时候的阅读积

累直接决定了日后的脑洞程度：“读书要趁

早，等到过了一定年龄以后再看书，更多的是

一种修身养性，不会改变你的思维方式或者

想象力了。”

小学五六年级开始，她就在小本本上写

玛丽苏小说了。起初也就是在论坛里发发，

能看到的人不会超过100个。

直到大二那年，只身一人在国外，想要获

得的认同感和陪伴感也与日俱增。

七英俊原创的处女作，讲的是声优。因

为大学期间她曾在好莱坞的影视公司实习，

参与的都是幕后工作，所以对幕后工作者有

着特别的好感。看到一个东西她便会想，准

备这个东西的人在幕后做过哪些事情，“后来

聚焦字幕组的作品《呵呵》也一样。这是一个

从来没有在网文中涉及到的幕后职业，我是

第一个。”

常看国外影视作品的人对这个职业一定

不会陌生。字幕组由一批同好者自发组成，

协作为外国影视配上本国字幕，每个字幕组

都有自己的风格和领域。他们在线上合作，

不以盈利为目的，更像是一个爱好者团体。

在《呵呵》中，我们看到了这片江湖背后

的游戏规则和人情冷暖。比如不同字幕组为

了抢首发的时间战、选择不同剧目进行翻译

的心理战、互相挑错的口水战；专业方面，他

们是如何将晦涩难懂的台词翻成平易近人的

汉语的；还有字幕组内部，比普通网友更深的

情谊⋯⋯

这是一部极具七英俊风格的小说，具备

很强的“网感”，不少段落直接以 QQ 对话的

形式出现，又有很高的专业度。

为了写好这个群体的生态，她花了一个

月时间做调查，采访了不少“混过字幕组”的

朋友，或朋友的朋友，或粉丝，或粉丝的朋友。

剧中剧
《呵呵》中的字幕组，翻译的是一部讲述

红衣主教黎塞留的美剧《红袍加身》。七英俊

甚至会在某些章节的开头，放上部分剧情，因

为剧情写得太完善，以致大部分读者都以为，

现实中真的有《红袍加身》这部美剧。

“一直在写字幕组的工作过程，却不写他

们的工作成果，就像你在写红烧，不写鸡翅一

样。”她解释道。

但这样做，等于编了两个故事。自我加

码背后更重要的原因是，版权。“如果在小说

中引用美剧也会有版权问题，所以剧中剧，无

条件必须自己写。”七英俊很坚定。

初中时，她发在论坛上的文章曾被出版

物抄袭过。不久前，她旧文中的一个梗被某

微博营销号搬走，气得她“诅咒”盗梗的“一辈

子泡面没调料包”。

对自己的文字，她也有洁癖般的坚持。

如果后面情节没想好、捋不顺，她宁愿先缓一

缓。“灌水就更不行了，如果能用 15 字表达

清楚，我绝对不用 30 字。”七英俊说，于是不

断精修成了她的写作习惯。

她认为，我们身边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影

视、平面作品，画面感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东

西，很多场景是不需要交代的。

“18 世纪或 19 世纪的小说，风景可以写

个三页。因为那时候的人去过最远的地方就

是村庄旁边的集市，他们看这些风景描写时

都是津津有味的，因为这是他们了解这个的

途径。但在当下这个信息过剩的时代，一句

星际战争，很多人就已经有画面感了。”

七英俊的作品，也从不收费阅读。没有

压力的写作环境正好给了她强迫症发挥的余

地，没灵感就停更一天，看看书看看电影。

90 后 双 子

座，杭州人。

网文作家，代

表作《有药》。

请 扫 码 下 载

“ 浙 江 24 小

时”APP，关

注“全文艺”

栏目，抢先试

读她的新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