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14年8月28日 星期四要闻4

责任编辑 李军 版式编辑 李妍

本报8月27日讯 (记者 杨丹 通讯员 邓小
东)今天,湖南省“三湘读书月”活动办公室
发布了首期“湘版好书榜”，旨在选出一批
大众喜闻乐见的湘版好书，促进我省全民
阅读活动开展。

湘版好书榜的推荐标准有两条:一、以

图书当月的市场销量为基础依据。 市场销
量由三部分累积组成： 开卷月监控销量×
4（根据开卷系数，开卷月监控销量×4约
等于该书当月在全国的实际销量）；三大网
店（当当网、卓越网、京东网）的月销售数
据；湖南省新华书店系统月销售数据。 二、

具有重要出版意义、重大文化传承价值、展
现湖湘文化特色， 但市场销量未排进前列
的湘版图书。

据悉，“湘版好书榜” 以后每月月底将通
过省内主流媒体发布， 每月上榜书籍不超过
10种。

李小丢

《偷影子的人》（马克·李维著，段韵
灵译，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是一部关于
得到与失去、成长与懂得的成人童话。 马
克·李维那一支生花妙笔， 会让你想起，
那些你以为遗忘了的前尘往事， 和你自
己不曾审视过的微妙情感， 让你在主人
公的经历里看到自己成长的影子。

主人公拥有偷影子的本事，可以倾
听别人的影子讲述的那些真心话，一些
他人灵魂深处最真实的情感和最隐秘
的经历。虽然说偷影子的本领好像是读
心术一样，可以照见人心，可是作者并
没有将这个能力作为推动故事发展的
重要手段。相反，他告诉我们的是，只要
我们真诚地去关心他人，设身处地地为
他人着想，尽力帮助遇到困难的朋友的
话，就算你不会偷影子的本领，你也可
以走进别人的心里， 得到他们的信任。
用你的真心交换他人的真心，就是那么
简单。

作者对于亲情的描述，则是向我们
展现了一种缺憾美。对偷影子的小男孩
来说，他过于纠结已失去的，却没有去
珍惜已拥有的，父亲的离去成为了他心
灵的创口，而他往往忽视了，母亲对他
倾注了多少深沉的爱，想要去弥补他的

缺憾。 人的一生是一个不断失去的过
程。 如果我们只盯着那些流逝的光影，
就必然会错过眼前的美景。男孩心里满
含着对母亲的爱，但是，这种爱他一直
没有表达出来。他不知道的是，有的话，
如果没有说出来， 就永远都没有机会
了。 他知道了那么多秘密，帮助了那么
多人，却唯独没有了解过母亲的心。 道
理说出来很简单， 但是做起来真的很
难，让我们从现在开始，告诉所有我们
在乎的人，请为我珍惜自己。

爱情， 是整个故事中的一抹亮色。
爱情，会照亮我们每个人的生命。 在很
小的时候，偷影子的小男孩是怀疑爱情
的，他曾经发出过疑问：“爱情，莫非像
影子一样。有人踩中了，就带着离去？还
是因为爱情跟影子一样怕光， 又或者，
情况正好相反，没有了光，爱情的影子
就被拭去，最终黯然离去？ ”可是，当他
遇到了克蕾儿，遇到了苏菲。 他开始涤
清自己的恐惧，他的爱单纯美丽得像一
个寓言，他才领会了爱的真谛。 那个让
你舍弃了一切去追寻的，却充满了不确
定的人，才是你真正爱的人。

这才是真正的人生吧！《偷影子的
人》告诉我们，在平淡的岁月里经历得
失慢慢丰盈起来的人生，就好像你我必
将经历的人生一样。

从全世界
到你身边

藤堂非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张嘉佳著， 湖
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是一部都市心灵故事的
合体。 本书收录了40多篇小故事， 讲述的
都是我们自己身边的故事。 故事中的主人
公大都是那些沉浸在情感之中的男男女
女。 这些故事， 有都市的冷峻感， 也有人
间真情的烟火气， 文字的节奏年轻而跳跃，
主角们虽然都是平凡的小人物， 却又让人
过目难忘。 这些人似你， 似我， 恍惚中，
影影绰绰地从我们的世界里路过。

打字如流星追月般的“废话流” 茅十
八， 平时惜字如金， 却在自己录制的GPS
导航语音里絮絮叨叨地对女友表白； 《我
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里的管春， 是路
痴， 也是情痴， 总把爱深埋在心里； 《摆
渡人》 里的小玉， 文静秀气， 但为爱人敢
挺身而出； 《老情书》 里的“毒舌” 胡言，
口无遮拦， 但孝顺仗义， 为了心仪的人舍
弃一切。 还有骆驼、 毛毛、 何木子……他
们看上去或许各不相同， 却都在爱情里奋
不顾身， 或是痴情地对一个人好， 或是沉
默无言地暗中守护。 故事中的人都本真、
忘我， 为的是守候人间那份至真至诚的温
暖和真情。 戏剧化的故事发展下面， 却有
着真实可信的生活细节。 或许正是这些爱
情的细枝末节里充满了共鸣， 才让那么多
人愿意彻夜守候， 反复咀嚼， 在故事里找
到自己生活的投影。

小人物的喜怒哀乐， 或许就是人类情
感世界的本源 。 正如作者张嘉佳所言 ，

“糟糕的和美好的， 融在一起才是你”， 他
所做的， 是用自己的文字让读者直面往事，
把丢失的自己捡起来。 文中不乏幽默的语
句， 但也不失沉静的思考。 如“摆渡人”
主人公所言， “世事如书， 我偏爱你这一
句， 愿做个逗号， 待在你脚边。 但你有自
己的朗读者， 而我只是个摆渡人。”

没有喧嚣，没有浮夸，没有金玉良缘和
浮云鬓影， 在这个属于别人的小时代里，张
嘉佳用他的耐心和文字静静描绘着属于我
们的世界。 或许爱情本无固定答案，就像张
嘉佳写在本书最开始的一小段话一样：“我
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如山间清爽的风，
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
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这也正是《从你
的全世界路过》想要告诉我们的。

首期“湘版好书榜”出炉

在人事已非的景色里，我最喜欢你
———评《偷影子的人》

湘版好书

《邓小平：一个世纪的传奇》
刘金田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4年5月出版
该书以客观真实、 丰富、 细腻的史

料， 生动叙述了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
邓小平富有传奇色彩、波澜壮阔的一生，
全方位地真实再现了邓小平为中国革
命、建设、改革事业奋斗的传奇历程，充
分体现了邓小平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
深邃的思想，超群的智慧，惊人的胆识和
人格魅力，是细致了解党史、读懂邓小平
的精品力作。

《漫水》
王跃文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2年7月出版
该书是王跃文农村题材的中短篇小

说合集，包括《漫水》、《也算爱情》、《乡村
典故》、《雾失故园》、《冬日美丽》、《桂爷》
等。这些小说，写作者熟悉的农村生活，
注重人物内心的刻画， 也始终渗透着深
沉的忧患意识和凌厉的批判锋芒。

《历代辞赋总汇（共26册）》
马积高 主编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4年8月出版
全书共26册， 收录先秦至清末7391

位作者的辞赋30789篇，总字数达2800多
万字。由湖南师范大学教授、中国辞赋学
会第一任会长马积高主编， 集聚了国内
近60位顶尖赋学专家进行点校。 从编辑
到出版，历时20年。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让所有
人心动的故事》

张嘉佳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3年10月出版
该书最初以“睡前故事”系列的名义

在网上流传， 像朋友在深夜跟你在叙述
他走过的千山万水。文章有温暖的，有明
亮的，有落单的，有疯狂的……每个人或
许都能从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一章。

《唐浩明评点曾国藩日记》
唐浩明 著

岳麓书社 2014年7月出版
该书由唐浩明从曾国藩传世的大量日

记中挑选300来篇， 分“修身”、“悟道”、“读
书”、“国事”、“家事”、“写字”、“品鉴”、“梦境”
八个大类，对所选日记逐一加以评点，能够让
读者体会到曾国藩的人生智慧与政治智慧，
同时感受到清末的政治风云。

《我的简史》
[英]史蒂芬·霍金 著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年8月

出版
该书系史蒂芬·霍金个人自传， 讲述

了史蒂芬·霍金从战后的伦敦男孩成长为
国际学术巨星的岁月，以特有的谦逊和幽
默的文笔，为读者打开了通往霍金个人宇
宙的一扇窗户。

《“笨狼的故事”20周年精装
纪念版（全6册 套装）》
汤素兰 著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年6月

出版
该书是以笨狼为主角的童话书，汇

集了“笨狼”系列所有的故事。故事轻松
活泼，情节幽默诙谐，让人忍俊不禁，处
处传递着一种快乐、善良、勇敢向上的能
量，是一种人性本质的回归与反思。

《英雄地》
刘克中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4年4月出版
该书是一部聚焦社会热点的长篇小

说。这个从战争承诺“让活着的人活得更
好，让死去的人死得有价值”中衍生的铁
血故事， 通过5个家庭3代人的人生抉
择、兄弟父子数十载的命运沉浮，探讨了
“人无信不立”的人性价值。

《命脉———中国水利调查》
陈启文 著
湘潭大学出版社 2013年4月出版
该书追寻司马迁、郦道元、徐霞客等先

辈足迹，以中国七大江河水系为线索，以大
量翔实的采访笔录、口述故事、个案剖析，通
过对一条条江河、一次次灾难、一个个代表
性的水利工程和一个个刻骨铭心的细节与
片段的刻画，在沧桑变迁中徐徐展开一部波
澜壮阔的江河长卷、治水史诗。

《偷影子的人》
[法]马克·李维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2年6月出版
该书讲述了一个老是受班上同学欺负的

瘦弱小男孩，因为拥有能“偷别人的影子”的特
殊能力， 开始成为需要帮助者的心灵伙伴，为
每个偷来的影子找到点亮生命的小小光芒的
故事，带给读者笑中带泪的阅读感受。

湘版好书榜（2014年8月）
湖南省“三湘读书月”活动办公室

(上接1版①)
张硕辅说， 各级各部门要增强加快发展的紧

迫感， 既立足当前， 不折不扣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又着眼长远， 精心谋划明年工作， 为来年农业农
村开好局打下基础。

会议着重研究部署了今年秋冬农业农村工作。
长沙市、 常德市、 永州市、 怀化市分别介绍了各
自推进农村工作的经验和做法， 省农委、 省水利
厅、 省林业厅、 省扶贫办负责人分别就相关工作
作了发言。

(紧接1版②) 这项改革工作的目标就是要通过建
立“三证合一” 登记制度， 实施“专窗受理、 信
息共享、 同步审批、 限时办结、 统一发证”， 实现
一次性提交申请材料、 一次性办结市场主体设立
涉及的工商营业执照、 组织机构代码证、 国税和
地税税务登记证。

前段我省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和工商登记
前置审批制度改革试点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有
力地调动了我省居民创业的积极性。 根据工商部
门提供的数据， 截至8月20日， 全省新登记企业
6.56万户， 注册资本2944.9亿元， 其中新登记公
司4.91万户， 注册资本2771.67亿元， 同比分别增
长96.88%和117.89%。 新登记私营企业6.35万户，

注册资本2546.7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103.64%和
136.53%。 企业办理登记的效率大为提高。

为了进一步简化企业登记手续， 我省决定在
永州、 郴州两市启动“三证合一” 登记制度改革
试点。 会议要求永州市、 郴州市工商局要在当地
政府的领导下， 尽快牵头代政府起草制订本地区
试点“三证合一” 登记制度的工作方案并组织实
施， 试点工作方案报省工商登记制度改革工作领
导小组备案。 全省范围内的“三证合一” 改革，
将待省政府审定发布 《湖南省实行工商营业执照、
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三证合一” 登记
制度实施方案》 后， 按照省政府的统一安排部署
实施。

(上接1版③)
“湖南日报采访的这些老典型身上所蕴含的

精神， 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继承。 而当前
‘四风’ 问题的产生，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丢掉
了这些精神。” 省委教育实践活动办副主任罗云寿
告诉记者， 湖南日报的系列报道始终注重弘扬老

典型艰苦创业、 奋力拼搏的奋斗精神，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的奉献精神和牢记宗旨、 心系群众的公
仆精神， 正好回答了在破除“四风” 后， 党员干
部应以什么样的优良作风与人民紧紧凝聚在一起
的问题。 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用这些老典型
的崇高精神， 来推动当前各项事业发展。

(上接1版④)
与会专家及职能部门代表一致认为，4号线一

期工程初步设计文件内容完整、资料翔实，设计范
围符合上报的《可研报告》范围，所采用的技术标
准、车辆选型和编组、设备系统构成与功能总体合
理，符合《地铁设计规范》、《城市轨道交通工程项目
建设标准》及相关规范、标准和要求，达到初步设计
文件编制深度要求。

此外， 专家组及各职能部门还就评审范围、线
路、客流预测、行车组织与运营管理、车辆、工程筹
划、概算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评审意见，为进一步优
化、完善4号线一期工程初步设计方案，并实现工

程年内开工，提供了有利条件。
■链接：

长沙地铁4号线一期工程概况
长沙地铁4号线一期工程线路起于望城区普

瑞大道站，沿普瑞大道、银杉路、潇湘中路、银盆南
路、望月湖、麓山南路、阜埠河路 、南湖路 、黄土岭
路、赤黄路、劳动东路、黎托路敷设，最后终止于桂
花大道站，线路全长约33.5公里，全部是地下线，
设车站24座，其中换乘站13座，设置车辆段、停车
场各一处，为星城车辆段和黄榔停车场，项目投资
估算总额约为245.20亿元，预计建设工期5年。

本报记者 田甜

25岁的周群利3月19日凌晨在浏阳
城区遭遇车祸， 被撞成重型颅脑外伤，
肇事人陈联文四处举债筹措30多万元
挽救他的生命。 在医院及时抢救和家人
无微不至的照顾下， 周群利昏迷5个多
月后奇迹苏醒。

但是， 为了筹措治疗费用， 车祸双
方的两个家庭都已四处举债。 陈联文仍
在到处筹钱， 但收效甚微。

8月27日， 周群利的父亲周发雄致
电本报96258热线求助， 含泪向记者讲
述作为父亲的担忧， 请社会各界伸出援
手， 帮助儿子继续康复治疗。

幸福一家， 飞来横祸
记者8月27日下午赶往浏阳市中医

院， 见到了正在做运动康复治疗的周群
利。 他的父母妻儿都坐在床边， 母亲正
和医生一起， 帮他做腿部按摩。 他躺在
床上， 睁大着眼睛， 有时脸上会有微笑
浮现。

周发雄眼眶泛红， 向记者讲述事情
经过。

周群利是家里的独子。 他和妻子结
婚4年多， 生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儿。
全家人在杭州打工， 日子虽不宽裕， 但
也其乐融融。

一场车祸打破了这个家庭的幸福。
今年3月19日零时12分， 浏阳市北正路
没有路灯， 一片漆黑， 驾车经过的陈联
文不小心撞到了正在穿过双黄线过马路
的周群利。 周群利当场昏迷， 被送往医

院， 医院诊断为重型颅脑外伤。
周群利的家人得知这个噩耗， 第一

时间赶到了浏阳。 而躺在病床上的周群
利昏迷不醒， 任凭家人怎样呼喊都毫无
反应。 家人每天24小时轮流守护在他
身边悉心照料， 盼望着他能早日醒来。

举债救治， 奇迹苏醒
陈联文肇事后感到天都塌了， 但他

和家人千方百计筹钱抢救周群利的生
命。 出事后第三天， 他卖掉汽车， 再向
几位堂哥每人借了一万， 凑齐了10万
块手术费。 当天， 周群利得以完成开颅
手术。 但由于脑部神经严重受创， 周群
利变成了植物人。

“不管怎样， 一定要让他醒过来。”
安慰了周家夫妇后， 陈联文走出医院大
门， 翻开手机通讯录， 将能借钱的熟人
电话打了个遍。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 陈联文隔三岔
五往亲戚朋友家跑， 借了一遍再借一
遍。 今年6月， 陈联文无奈将房子做抵
押， 贷款10万元， 绝大部分用来支付
周群利的康复治疗费。

8月14日， 妻子王琼像往常一样，
守在周群利身边跟他说话。 这时， 周群
利昏迷后就再也没有表情的脸上， 竟然
出现了微笑。

王琼赶紧呼唤医生和公婆。 经过医
生的检查诊断， 昏迷了5个月的周群利
恢复了部分意识， 病情有望好转。 经过
10来天的复健治疗， 周群利的手脚已
经能微微地移动， 头也能左右慢慢移
动， 有时候病房电视里放他最爱看的桌

球比赛， 他还会微笑。
“这样严重的颅脑外伤， 还能苏醒

过来， 很少见。” 周群利的主治医生蒋
国辉告诉记者。

两家负债， 呼吁救助
周群利苏醒让他的家人看到了希

望， 可是医疗费却像无底洞， 让周群利
与陈联文两家人都揪心。

现在， 周群利要做运动治疗、 吞咽
训练、 推拿等各种复健治疗， 每天都要
花一千余元医疗费。 蒋国辉医生告诉记
者， 现在周群利已经比刚恢复意识时有
了好转， 仍然需要做长时间康复治疗，
持续时间可能长达一两年。

“我犯的错， 我一定会负责到底。”
陈联文对负担周群利的医疗费用没有说
过一句推辞的话， 但他在外面打零工，
妻子在超市当清洁工， 还要抚养一个读
幼儿园的孩子， 负担很重。 当时买台二
手车想跑运输， 结果却发生了事故。 为
了给周群利支付医药费， 5个月来， 他
已经负债20多万元。

周群利一家原本都在外打工， 赚取
微薄的收入勉强维生。 母亲陈梅容患有
脑瘤， 也因手术费用昂贵无钱治疗。 车
祸5个多月来， 周群利的父母妻子一直
守在病床前照料， 失去了收入来源， 四
处举债。

“刚出事的时候， 我也怨过陈联
文， 可是看到他尽心尽力到处筹措医
疗费， 我也不忍心逼他的家庭走上绝
路。” 周发雄说， 希望有好心人能提供
帮助。

96258 记者在你身边

肇事者举债筹措30多万救助受害人
受害者昏迷5个月后奇迹般苏醒，后续治疗费吃紧，呼吁各方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