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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永安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经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于 2021 年 10 月 20 日召
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
下。

一、时 间：2021年10月20日上午10:00
二、主持人：李亚林（董事长）
三、召开方式：通讯方式
四、会议内容

（一）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提案；
（二）审议关于增加董事的提案；
（三）审议关于更换监事的提案；
（四）审议关于注销三台县永安电力物资有限公

司的提案。
五、参会人员

（一）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
（二）截至 2021 年 10 月 19 日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全体股东；
（三）有权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以书面形式（授权委

托书附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该代理
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六、联系电话
龚美红（0816）53344275
附件：授权委托书

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
永安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18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个人）出席四

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永安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受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注：本委托书复印有效）

不过，两人的文字风
格和行文习惯并不相同。

“就好像南北方人的差距
那么大。”有一次，黑暗荔
枝卡文了，蚕茧里的牛按
照他的思路帮忙构思了一
段内容，“可读者一眼就看
出来是他的风格。”回忆起
这段经历，黑暗荔枝笑得
很甜蜜，“大部分情节还是
你自己的框架里面的，比如
说你有时候卡在那儿，你可
能只是卡这一段的描写，你
不知道这一段怎么把它合
理地用文字表达出来。”

她很清楚，创作虽然
是“海纳百川的过程”，但
同时也是“一件很私人的
事情”，“我们到现在并没
有影响彼此的创作，在生

活上我们一个是北方人，
一个是南方人，在写作上
也差不多是‘南辕北辙’的
状态。我写文比较轻松，
他行文比较严谨，是升级
向的、个人成长向的。”生
活中，两个作者凑一块，也
有一些独特的相处之道。

“首先两个都是宅男宅女，
基本上不怎么出门，也不
怎么做饭。其次，由于创
作进度不同，我俩熬夜的
时间段也不同，就出现他
起床了我要睡觉了，或者
他睡觉了我起床开始码字
的状态。”

接下来，黑暗荔枝希
望自己能够专注写作，创
作出更多自己满意同时让
读者喜欢的作品。

封﹃
神
﹄纪

起点首位女性“新人王”
黑暗荔枝：创作是很私人的事情（下）

封面新闻：现在参与的“妙笔
计划”主要是短篇创作，跟以往长
篇写作有很多不同，这对你的创作
有怎样的启发？

黑暗荔枝：长篇篇幅很长，平
时写只会注重主要角色的发展，故
事主线集中在主角一个人身上，三
章之内必须得有主角出现。而短
篇人物故事，则会在非常短的时间
内出现很多个人物，这些人物之间
跟主角的各种纠葛都要表现出
来。像我们习惯了写长篇，上来就
要一个大的设定，来支撑你能够写
那么多字，大纲也必须非常完善。
短篇的话，则需要在有限的字数里
讲清楚一个故事，确实是不太一
样。这种尝试让我感觉挺新鲜的，
也给了我一些启发，就是在以后创
作的过程当中，能够以一些更小的
细节、更短的故事来体现主角和配
角之间的一些交流，能够更多地展
现出其他人物。

封面新闻：这种为现有游戏人
物创作的状态，跟平时原创的网文
有哪些区别？

黑暗荔枝：最大的区别就是这
个游戏本身已经有了一个世界观
设定，我要去做的就是把游戏世界
里的人物故事写出来、表现出来。
这次尝试也给了我很多启发和学
习，游戏里的每个角色都有一段属
于自己的故事，它们不是游戏里单
纯的可供人操作的角色，它本身会

有非常丰富的人物背景、人物故
事，这些人物之间又可以发展出新
的故事。这让我觉得以后自己写
小说的时候，也可以尽可能多地
发掘自己小说里那些配角，不起
眼的小人物，不论甲乙丙丁，他们
也可以有自己的故事，有自己的
闪光点。

封面新闻：这次你是为花木兰
创作。现在游戏里也有不少女性
角色，你怎么看待这些女性角色的
发展变化？

黑暗荔枝：花木兰是一个性格
爽朗大方的女性，非常具有人格魅
力，女性美特质也非常突出。同时
现在的游戏里面，女性角色的设定
也非常丰富，有战士、刺客等，女性
越来越独立自主了，这也是市场需
求的体现，很好。

封面新闻：结合游戏进行小说
创作有怎样的意义？

黑暗荔枝：从玩家的角度来
看，我们玩游戏的时候，关注的重
点是这个角色是怎么操作的，怎么
操作才能打得更厉害。而作为创
作者加入其中后，会发现这些角
色变得鲜活起来了。这种感觉挺
奇妙的，也是挺好的一种体验。
我作为游戏玩家也愿意看到这样
的产品出现，会让人对这款游戏
产生更多认识，从而更深入到游戏
世界里。

封面新闻记者 荀超

众所周知，
黑暗荔枝与阅文
白金作家蚕茧里
的牛是生活中的
夫妻、创作上的
搭档。黑暗荔枝
坦言，两个人因
网文结缘。“我们
最开始交流就是
讨论网文创作，
后来慢慢地觉得
很聊得来，就在
一起了。确实，
在创作方面，我
们对彼此都有很
大的帮助，毕竟
平时是一个人写
作，很难找到一
个人跟你讨论情
节合不合理、精
不精彩这些。但
现在我可以跟他
一起讨论，卡文
的时候他会从另
一个角度帮我
想，这样就会豁
然开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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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兰行》

黑暗荔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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