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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易禹琳

1月10日至12日，在有“出版风向标”之
称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上， 湖南文艺出版社第
14届“原创之春”新书发布会备受瞩目。与往
届不同， 此次该社一口气推出了5本原创新
作，均关注大时代和普通人命运，向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献礼。 其中3部是湖南本
土作家原创小说，即残雪的《赤脚医生》、何顿
的《幸福街》、老牛的《浮尘》。

14年“原创之春”铸品牌
今“春”5部小说齐斗艳

“原创之春”是湖南文艺出版社打造的原
创品牌， 目的是集聚优秀作家， 出版原创精
品，打造南中国原创文学出版基地。14年来，

“原创之春”发布和推介了《青瓷》《红袖》《大
清相国》《机器》《命运》《活着之上》 等一大批
畅销和获奖图书。 据社长曾赛丰介绍，仅
2018年，该社的《艾约堡秘史》《黄冈秘卷》同
获中国出版协会文学艺术出版工作委员会中
国文学好书奖，《山河袈裟》《流水似的走马》
打响了鲁迅文学奖“双响炮”。

2019年的“原创之春”，湖南文艺出版社
5部作品甫一亮相，就在北京图书订货会上夺
人眼球。诗人余秀华的首部自传体小说集《且
在人间》、路遥文学奖得主何顿最新长篇《幸
福街》、先锋派小说家残雪3年沉淀之作《赤脚
医生》、“新状态”小说家张旻最新作品《忧郁
城》和新面孔老牛首次亮相的《浮尘》，它们有
一个共同的主题， 就是关注大时代和普通人
的命运。一个残疾女人和命运的抗争、一个古
镇60年发展的缩影、一个赤脚医生的成长历
程、中产阶级在城市化进程中的欲望和困境、
一个杂志社编辑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的沉浮，
大时代的历史风云在小人物的命运里得到投

射， 小人物的命运又牵动千千万万人对生命
更深层次的诘问和思考。 文学评论家王春林
说：“在同质化写作倾向非常严重的时代，《且
在人间》和《忧郁城》都是个人辨识度非常高
的异质化写作， 所以我们应该对作者表达充
分的敬意。”

《幸福街》60年命运跌宕
《平凡的世界》有了城镇版

作家何顿是个“潜伏”在长沙城里的“卧
底”，白天没有动静，晚上四处打探长沙人的
故事。于是，就有了早年的《我们像葵花》《物
欲动物》《荒芜之旅》 等小说， 把长沙的小人
物、大书商、房地产老板写得活灵活现。近年，
更是把长沙城上百年历史都挖出来了， 又有
了《湖南骡子》《黄埔四期》 等厚重的作品。
2019年1月， 他又把一个古镇60年命运变迁
搬进了新作《幸福街》里。

何顿是何时出城到了《幸福街》里的黄家
镇，还听到了两代人的遭际和情感故事？何顿
坦承，上个世纪80年代，他就对长沙城周边
几个古镇感兴趣，经常骑摩托车去转，有时候
住一两个晚上，听镇上的居民讲故事。那时候
镇上的人往城里走，小城人往大城市走。写完
抗战小说《黄埔四期》后，他又去这些古镇看
了看，发现以前很破落的古镇，因为搞旅游开
发，有了变化，城里人往镇上来了，某种东西
在回归。 他看到以城镇底层的生活来创作的
并不多，于是萌发了创作《幸福街》的想法。去
年4月，小说交给了湖南文艺出版社，但一改
再改，到现在才出版。小说也不像以往作品围
绕一个主人公来写，《幸福街》 里每个人都是
主人公。

文学评论家欧阳友权评价何顿直面生
活，直面现实，深刻还原了时代的风貌，写出
了这个时代的原色、历史的脉动。著名评论家

白烨称，看了何顿的《幸福街》之后感到意外。他
没想到何顿一下从上部作品《黄埔四期》全景式
的抗战转换到《幸福街》这个现实题材，从上世
纪60年代写到当下。《幸福街》中小人物各种悲
欢、各种命运交响，某种意义上是城镇版或者是
都市版的《平凡的世界》。

建构未来世界新型关系
《赤脚医生》医病治心

女作家残雪像个“巫婆”，踽踽独行在她自
己的文学世界里，作品鲜少有人能读懂。但截至
目前，她是在全球范围内被翻译作品最多、入选
外国高校教材最多、 拥有研究机构最多的中国
当代作家。美国作家苏珊说，如果让我说谁是中
国最好的作家，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残雪。

《赤脚医生》是残雪花3年时间精心打磨的
最新长篇小说，通过对赤脚医生亿嫂、米益、灰
句等人的成长过程和他们的行医事迹的描述，
将大自然与人和人与人之间真实的依存关系渐
次披露， 从一种崭新的角度来建构未来世界里
的新型关系，其间有很多描述惊世骇俗。虽然是
未来世界的风景，但情节的描述并不脱离现实，
每一个普通读者都有可能找到共鸣、得到力量。
《赤脚医生》再一次用文学的方法精炼而质朴地
凸现了残雪的哲学观与自然观。

评论家白烨读完《赤脚医生》，印象最深的
是有一个叫灰巨的小孩厌世， 赤脚医生就跟他
说你很有前途，把这个小孩点醒了。这种积极的
心理暗示使灰巨不仅没自杀后来还成了赤脚医
生的助手。 一些人无意中说的一些话把另一些
人启迪了。 残雪的作品给人的感觉就是有心栽
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医生是要治疗人的
身体， 但是某种意义上心与心的交流和积极暗
示沟通更重要。他评价，《赤脚医生》看起来写赤
脚医生， 实际上是写形而上或者是精神上的交
流，所以这本书很好看、很特别。

湖南日报1月15日讯 （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卢珉 卓萌 ） 记者今天从省文化
和旅游厅获悉，2019年国家艺术基金评
审立项工作已经完成， 湖南共有25个项
目入选。

获得国家艺术基金资助的25个项目
中， 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项目有5个，
分别是邵阳花鼓戏《山乡工匠》、长沙花
鼓戏《洄水湾》、湘剧《云阳壮歌》、皮影戏
《小人鱼传说》、跨界融合作品《加油吧，
少年！》。

此外，获得资助的小型剧（节）目和作
品创作项目有8个， 分别是小戏曲《军礼》

《鹅状元》《新打铜锣》、群舞《女书·吟》、热
巴说唱《三接岳母》、歌曲《这一路有你》《大
背篓》、合唱《盘王大歌》；传播交流推广项
目有2个，分别是歌剧《英·雄》巡演、湖南百
年重大历史题材美术作品巡展； 艺术人才
培养项目2个，分别是湖南师范大学的湖南
湘绣文化创意设计人才培养项目、 湖南商
学院的中国绳结艺术传承创新设计人才培
养项目；共有8人获得青年艺术创作人才项
目资助，分别是戏曲编剧李薇薇，儿童剧编
剧蒋亚男，舞蹈、舞剧编导黄葶和徐驰，舞
台艺术表演肖笑波， 书法、 篆刻创作陈毅
华，摄影创作王彬，工艺美术创作刘宗明。

文化视点

残雪何顿出新作 湖南原创亮北京

湖南日报1月15日讯 （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曾霖霏）由省科技厅牵头，省发改
委、 省教育厅等七部门及单位共同制定的
《湖南省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科研诚信
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从本月中旬
起正式实施。守信者可进“红名单”获得激
励，失信者将被严厉惩戒，纳入“黑名单”管
理，还将被“信用湖南”等媒介公开，甚至面
临监察、司法机关处理。

《办法》提出，对省财政科技计划进行
全流程诚信管理， 建立分级追究制度，保
证科技计划目标实现及财政资金安全。科
研诚信管理对象包括项目承担人员、咨询
评审专家等自然人，以及项目管理受托机
构、项目承担单位、第三方科技服务机构
等法人机构。 全面实施科研诚信承诺制，
强化科研诚信审核制，对严重失信行为零
容忍。 建立科研诚信信息系统或数据库，
加强共享应用，并逐步推行与科研诚信等
级挂钩的科技计划项目和经费分类管理
模式。

《办法》规定，主管部门可将科研守信
的人员和单位列入守信“红名单”，并采取

激励措施。包括申报科技计划、参与评审咨
询活动、承担科技服务事项等方面，在同等
条件下优先支持；减少或免除中期评估、监
督检查；授权更多项目过程管理权限，下放
更多重大事项调整和经费调剂权限等。失
信行为分为一般失信行为和严重失信行
为。对一般失信行为责任主体，采取通报批
评、责令限期改正，停拨或核减财政专项经
费，或终止项目并追回结余经费；1至2年内
限制申报或参与科技计划项目、 担任评审
评估专家资格等处理。 对严重失信行为责
任主体，采取通报批评、约谈，取消项目立
项资格，或终止项目并追回财政专项经费；
撤销获得的奖励、荣誉称号，追回奖金；3至
5年内限制申报或推荐科技计划项目、科技
奖励，限制担任评审评估专家资格等处理，
面向社会公布。 对经有关部门/机构查处
认定的， 或造成极其恶劣社会影响的失信
责任主体，按程序认定并纳入“黑名单”管
理，5至10年直至终身取消其承担或推荐科
技计划项目、科技奖励，取消担任评审评估
专家资格等处理，通报其主管部门，并实施
跨部门联合惩戒。

湖南25个项目入选
国家艺术基金2019年度资助项目

湖南日报1月15日讯 （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周玉林） 记者今天从省科技厅获
悉，我省2018年度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资助的直接经费首次突破7亿元， 达到7.2
亿元，较2017年度净增1亿元。

自然科学基金是加强基础研究和源头
创新的重要抓手。 为全面落实国家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纲要，省委、省政府大幅度增加
自然科学基金的经费投入，2018年度省自
然科学基金的财政投入首次达到1亿元，预
计2019年度将超过2.2亿元（含国家联合基

金），是2014年度的10倍，成为中部地区投
入最多的省份。

据省科技厅介绍， 我省自然科学基金
投入经费的连年快速增长， 为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发挥了重要的培育和预研作用，我
省科技人员争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经
费连创新高。2017年首次突破6亿元后，
2018年又达到7.2亿元， 其中重点项目、面
上项目和青年基金项目获得资助经费均进
入了全国前十位，中南大学在全国近3000
家依托单位中名列第8位。

我省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首破7亿元

湖南日报1月15日讯 （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肖鹏 ）在今天召开的省科协第十
届全省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 省科协为
入选我省第一批科学传播团队首席专家
的23位科技工作者统一颁发了证书，聘
期3年。

据省科协介绍， 为加强科普人才队
伍建设，提升公共科普服务能力，增加科
学传播服务有效供给， 推动我省公民科
学素质提升和创新型湖南建设， 省科协
组织开展了湖南省科学传播团队首席专

家评选工作。未来3年，首席专家将结合
湖南实际， 带领科学传播团队开展一系
列的公益科普活动。

认定的首批23位首席专家， 来自省医
学会、省气象学会、省农学会等12个学会。
23个科学传播团队， 主要普及的是与人们
生活息息相关的健康、气象、环境、交通等
领域的知识，其中不乏颇受关注的热点。如
现场救护“第一目击者行动”、老年医学与
健康老龄化、中医治未病、体重管理、昆虫
与人类健康生活、交通安全等。

23人入选我省第一批科学传播团队首席专家

对严重失信行为零容忍
《湖南省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科研诚信管理办法》实施

� 湖南日报1月15日讯（记者 易禹琳）记者
今日获悉，日前在北京召开的2019中国书店大
会暨“新时代杯”2018时代出版·中国书店年度
致敬盛典上，止间书店、岳麓书社麓之枫书店
分别荣获2018“年度人文书店”和“年度社办
书店”称号，衡南二中青少年阅读基地、衡阳师
范学院祁东附属中学校园书店、湖南新华书店

衡阳县实验学校校园书店、新化县思源实验学
校校园书店同获2018“年度校园书店（中小
学）”称号。长沙再次跻身“书店最多的10个城
市”，以1483家的数量排名第9。

据悉， 此次盛典由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
百道网主办。共设置了“年度书店之都”“年度
最美书店”“年度主题书店”“年度24小时书店

（含零点书店）” 等16个致敬项目。2018年我国图
书销售网点同比增长4.3%， 从业人员同比增长
5.5%，全国实体书店规模扩张惊人。西安因书店数
从827家增至1927家，增量巨大、业态丰富，全民
阅读率在全国名列前茅，政府扶持力度大而获得
“年度书店之都”的“加冕”。成都实体书店2018年
从3463家增至3522家，全国第一。沈阳从569家增
至2471家， 南京从339家增至2353家。 而北京从
6719家剧减到1514家， 上海从2379家降至1467
家。长沙2017年和2018年书店稳定在1483家，排

名却从2017年的第10名
上升至第9名。

长沙书店数量全国排名第9

1月15日， 长沙
医学院留学生在表演
旗袍秀。 当天，“一带
一路一家亲” 留学生
新春联欢会在长沙举
行，来自巴基斯坦、尼
泊尔、印度尼西亚、印
度等20多个国家的
500多名留学生欢聚
一堂，喜迎中国新春。

田杰 摄

留学生
旗袍秀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9015 4 2 4
排列 5 19015 4 2 4 7 2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9007 2 8 4 0 6 8 9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0 10172236.620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1月 15日

第 2019015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715 1040 74360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146 173 198258

2 03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9年1月15日 第2019007期 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06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1223439184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9
二等奖 198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7306482
15 131050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318
66723

1323262
6508642

44
2636
52307
245424

3000
200
10
5

1510 15 19 23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