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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著名作家、1982年诺贝尔文
学奖得主加西亚·马尔克斯17日下午在墨
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因病去世，享年87岁。

和房租赛跑的世界名著
《百年孤独》反映了拉丁美洲一个世纪

以来风云变幻的历史。 小说描绘了布恩迪
亚家族七代人的传奇经历， 以及加勒比海
沿岸小镇马孔多的百年兴衰， 融入神话传
说、民间故事、宗教典故等神秘因素，巧妙
地糅合了现实与魔幻， 展现出一个色彩斑
斓、瑰丽诗意的想象世界，成为20世纪最重
要的经典文学巨著之一。

马尔克斯晚年时回忆说， 经过10多年
的酝酿， 他从1965年才开始在墨西哥着手
创作这部小说。 为了专心写作，他辞去了当
时在广告公司的工作。 失去了经济来源，维
持一家四口的生活重担全部落到了马尔克
斯的妻子梅塞德丝身上。

马尔克斯深情地回忆说，在长达18个月
的写作期间，自己都不知道妻子是如何筹款
维持生活的。 直到有一天，梅塞德丝接到房
东电话，催她交已拖欠3个月的房租，便问丈
夫还有多长时间才能写完。 马尔克斯答道：

“6个月”。 于是，梅塞德丝对房东说：“先生，
我们不仅要欠您3个月的租金，还要再欠您6
个月的房租。 ”与马尔克斯一家是旧知的房
东很爽快地回答：“那么7个月之后您能全部
还清吗？ ”在梅塞德丝表示同意后，房东说：

“只要您能信守诺言， 我也完全愿意继续等
下去。 ”豪爽的房东帮助马尔克斯一家人度
过了最为艰难和拮据的一段日子。

马尔克斯和妻子在《百年孤独》初稿完
成当天便赶赴邮局， 准备将稿子寄到阿根
廷的一家出版社。700页的书稿被称完重量
后，他们被告知需要83比索邮费，而山穷水
尽的马尔克斯当时只有45比索。 夫妻俩不
得已只能先邮寄一部分书稿， 可谁知仓促
寄出的居然是后半部分。 尽管如此，出版社
的编辑在阅读书稿之后如获至宝， 立即请
求马尔克斯将前半部分寄给他。 在出版社
的资助下，《百年孤独》才得以问世。

莫言与马尔克斯的“搏斗”
《百年孤独》对于中国读者的影响是毋

庸置疑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在1982年获得
诺贝尔文学奖后， 他的一系列作品在国内
出版，而其中出版数量最多的就是《百年孤

独》。《百年孤独》以及马尔克斯的其他作品
在中国掀起一股魔幻现实主义的旋风，受
影响的不仅仅是普通读者， 许多著名作家
都直言深受马尔克斯的影响， 其中就包括
在20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

在获得诺奖前后， 许多人都把莫言与
加西亚·马尔克斯相提并论。 瑞典文学院在
诺奖的颁奖辞中说他的作品是“梦幻的现
实主义”。 对此，莫言并不否认马尔克斯对
自己的影响， 但是他强调， 他与马尔克斯

“搏斗”多年，一直想写出有自己特色、中国
特色的小说，而非写西方小说的翻版。

“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从根本上颠覆了我
们这一代作家， 包括上一代的老作家对文学
的认识，我在1984年第一次读到《百年孤独》，
心情就像当年马尔克斯在巴黎读到了卡夫卡
的《变形记》一样：原来小说可以这么写。 ”莫
言2013年12月在浙江大学发表演讲时回忆
说， 当时的中国作家们也意识到生活中充满
了魔幻的素材， 可以来描述和表现个人的经
历和中国的现实。特别是一些荒诞的事件，完
全用现实主义的方式来写很难表现， 也没有
批判的力度，而用魔幻现实主义的笔法写，可
以产生很强的艺术效果。

克林顿父女痴迷《百年孤独》
《百年孤独》在世界范围内拥有众多的

“书迷”。
2007年3月， 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

在哥伦比亚城市卡塔赫纳参加第四届世界
西班牙语大会时表达了他对加西亚·马尔
克斯的喜爱，并称他为“文学英雄”。

克林顿回忆说， 自己第一次阅读马尔
克斯的《百年孤独》是大约35年前在耶鲁大
学法律系读书的时候，当时《百年孤独》英
文版刚刚出版。 他说，阅读《百年孤独》，发
觉马尔克斯所描述的东西“看似幻想、却又
非常真实和充满智慧”。

他说：“我从早到晚捧着这本书看，在课
堂上也偷着看， 还被老师发现挨了批。 我
一口气读完了这本小说。《百年孤独》不仅向
我展示了什么是文学，还让我了解了人生。 ”

克林顿透露，他的独生女切尔西与马尔
克斯“熟识”，切尔西从少年时期便开始阅读
马尔克斯西班牙语版的著作。克林顿说：“如
果马尔克斯知道切尔西是我们家唯一一个
读完他的全部西班牙语著作的人，他一定会
很高兴。 ”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
百
年
孤
独
︾
之
父
马
尔
克
斯
逝
世

韩沉没客轮船长涉嫌弃船
失事客轮上已确认有4名中国乘客

新华社北京4月18日电 国家卫生计生委体改
司司长、国务院医改办专职副主任梁万年18日说，我
国正大力推进医保异地就医结算， 目前27个省份建
立了省内异地就医结算平台。

梁万年当日接受中国政府网专访时说， 新农合
在90%统筹地区实现了省内异地就医即时结算。 一
些地方积极探索以退休异地安置人员为重点， 推进
跨省异地就医即时结算。

他介绍，在医疗救助方面，救助对象政策范围内
住院自付医疗费用救助比例达到60%。 医疗救助“一
站式”即时结算服务正全面推进，信息化管理水平不
断提升。

我国27个省份已建立
省内异地就医结算平台

据新华社北京4月18日电 国家卫生计生委体制
改革司司长、 国务院医改办专职副主任梁万年18日
说， 下一步将积极推进包括国有企业所办医疗机构
在内的公立医院改制试点，在此过程中要防止“一哄
而上”“一卖了之”。

梁万年当日接受中国政府网专访时说， 国务院
《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公立
医院资源丰富的城市， 要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所办医
疗机构改制试点， 国家确定部分地区进行公立医院
改制试点。在推进公立医院改制试点中，应明确改制
目标，把握好改革力度和节奏，根据区域卫生规划要
求开展试点工作。

梁万年提出，要规范改制程序，切实保障国有资
产和职工合法权益。 要认真制定、审批改制方案，规
范开展清产核资、财务审计和资产评估，妥善做好人
员安置，择优选择受让方，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确保
社会稳定。

国务院医改办：
公立医院改制试点
防止“一哄而上”

马尔克斯的代表作 《百年孤独 》被誉
为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巅峰之作，在世界
文坛的影响至今绵厚深远。 诺贝尔文学奖
得主、 中国作家莫言就坦言当年曾深受
《百年孤独》的影响。

据新华社日内瓦4月17日电 （记者 张淼
王昭） 乌克兰问题四方会谈17日傍晚在日内瓦
结束， 参加会谈的美国、 欧盟、 俄罗斯和乌克
兰四方达成一项文件， 同意采取切实步骤缓和
乌克兰紧张形势， 在乌克兰恢复安全稳定。

与会各方同意解除所有非法组织的武装，
呼吁人们从被非法占据的私人和公共建筑物中
撤出， 主动从非法占用建筑物和公共设施撤出
以及主动上缴武器者应获得特赦。 欧安组织的
特别监督团应协助乌克兰政府和当地社区立即
采取具体措施， 缓和该国紧张形势。 美、 欧、
俄三方同时承诺支持欧安组织特别监督团工
作， 并为该监督团提供监督员。

与会四方认为， 乌克兰的宪法改革进程应
具有包容性、 透明性和可问责性， 乌克兰各地
方和政治组织应立即开启广泛的全国性对话，
公众可在此过程中提出意见和改进建议。

乌问题四方会谈
达成一致

据新华社喀土穆4月18日电 （记者 邵杰）
位于南苏丹北部琼莱州首府博尔镇的一处联合
国维和部队营地17日遭到袭击， 导致营地内躲
避战火的至少30名难民死亡。

南苏丹
一联合国营地遭袭
至少30名难民死亡

新华社昆明4月18日电 记者从云南省曲靖市
下海子煤矿透水事故救援指挥部了解到， 截至4月
18日8时， 搜救人员又在井下发现14名被困矿工，
经确认已遇难。 至此， 曲靖市“4·07” 煤矿透水事
故救援已找到19名遇难者遗体。

从4月16日开始， 下海子煤矿透水事故进入现
场搜救阶段。 救援指挥部称， 由于井下空间狭小，
作业环境复杂， 给搜救工作带来很大难度。 目前，
救援队员正在加紧排水清障， 全力搜救其他3名被
困人员。

■云南曲靖煤矿透水事故后续

已确认19名遇难者

据新华社成都4月18日电 记者从四川省达州
市渠县应急办获悉，18日零时起，四川省达州市渠县
遭遇了近十年来罕见的冰雹暴雨强风袭击， 此次灾
害造成渠县34个乡镇不同程度受灾， 受灾人口11.5
万人，紧急转移11350人，安置1290人。

目前，该县正在全力开展查灾核灾工作，组织抢
修受损的基础设施，加紧安排灾后补损，指导群众灾
后恢复。

遭暴雨强风冰雹袭击
四川渠县：

11.5万人受灾

本报4月18日讯（记者 王亮）记者今天了
解到， 我省首个登顶珠峰的女登山爱好者林
曦于北京时间16日抵达北极点， 成为首个徒
步到达北极点的湘妹子。

林曦于4月11日从挪威的朗伊尔城出发，
先抵达北纬89度的巴内奥大本营， 然后于12
日正式出发冲击北纬90度的北极点。据介绍，
从巴内奥大本营到北极点大概有110公里。

用扒犁拖着几十公斤重的装备，经过5天
的艰难跋涉， 林曦最终于4月16日抵达北极
点，随后他们乘直升机返回朗伊尔城。返回朗
伊尔城后，林曦很开心：“哈哈，重回人间。 ”不
过她也在微信朋友圈里感慨道，“5天的极地
风雪洗礼，酸甜苦辣尝遍，东南西北找不着，
白天黑夜分不清。 从不承认自己是女汉子的
我不得不承认了。 下次不来了。 ”

林曦告诉记者，据她所知，之前曾有一位
湖南籍男性早于她徒步抵达北极点。

冲击“大满贯”
自2003年转为职业， 丁俊晖已有11

年的征战史，目前他也刚好夺得11座排名
赛冠军。 美中不足的是，斯诺克最重要的
三大奖项中，他仍缺分量最重的世锦赛。

世界锦标赛、 英国锦标赛和大师赛是
最受关注、水平最高的斯诺克三大赛事。夺
得此三项赛事的冠军，便是完成了大满贯。

完成大满贯，不仅是一个斯诺克选手竞
技成绩的展现，更是无上的荣耀。历史上，“台
球皇帝”亨得利、“火箭”奥沙利文、“金左手”
马克·威廉姆斯等8名球员完成了该壮举。

对于丁俊晖而言，如能夺得本届世锦
赛的冠军， 他还可以打破亨得利赛季5冠

的纪录，并最终加冕世界第一。
目前丁俊晖积分排名世界第二，奖金

则位居第一。 按照世界台联新规，今年的
赛季排名将以奖金榜为准。丁俊晖本赛季
的奖金已经达到70多万英镑，领先第二位
的罗伯逊6万多英镑， 比第三位的塞尔比
多十几万英镑。

本届世锦赛奖金丰厚， 冠军有25万英
镑， 亚军和4强分别是12.5万和5.2万英镑。
显然，如果丁俊晖夺冠，将顺利锁定年终世
界第一。 即便没有夺冠，只要与罗伯逊和塞
尔比的成绩相差不多，同样有望登顶。

“火箭”是最大挑战
北京时间18日凌晨进行了世锦赛抽

签仪式，丁俊晖签位一般， 将遭遇卫冕冠
军，同时也是他的偶像———奥沙利文。

丁俊晖本次被列为4号种子，位列上半
区，对手分别有傅家俊、墨菲、上届亚军霍金
斯，但最难对付的毫无疑问是奥沙利文。

作为斯诺克最负盛名的选手之一，奥沙
利文已连续两年夺得世锦赛冠军。 去年，他
在几乎休战了一年的情况下， 第5次捧得奖
杯，实力之强劲让人咋舌。

丁俊晖此前参加过7次世锦赛， 最好成
绩为4强。 因此，即便他本年状态火热，已豪
取5冠，热门程度依然排在“火箭”之后。

根据赛程，如果比赛顺利，丁俊晖和
奥沙利文将会在半决赛中相遇。 首轮，丁
俊晖的对手是首次参加世锦赛的沃斯利，
次轮对手是威尔森和戴维斯之间的胜者。
第3轮丁俊晖或将迎来考验， 与上届亚军
霍金斯对阵。 对手实力逐渐上升，对丁俊
晖寻找比赛感觉或有帮助。

4月19日，2014年斯诺克世锦赛将在英国
开幕。 丁俊晖如能称雄本届赛事，不但能实现大
满贯，还将登上世界第一的宝座——— “王者”最后的拼图

本报记者 王亮

林曦徒步抵达北极点

据新华社北京4月18日电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18日发布2014年3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问题汇总表。 3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问题3275起， 处理4599人， 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1134人。

今年1月至3月， 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问题分别为2288起、2627起和3275起， 查处数量
呈上升趋势。八项规定实施以来，全国共查处违反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33209起，处理42666人，给予
党纪政纪处分10470人。

3月份全国查处
违反八项规定3275起

据新华社北京4月18日电 国家统计局18日发布
房价最新数据。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刘建
伟指出，3月份我国房价走势总体平稳。

调查显示，3月份我国70个大中城市中， 房价环
比上涨的城市数量略有减少，持平的城市数量增加，
涨幅总体平稳，不同城市涨幅扩大缩小之势互现。

3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 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
住宅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数量分别为56个和42个，
比上月分别减少了1个和4个； 持平的城市分别有10
个和14个，比上月分别增加了1个和5个。新建商品住
宅价格环比上涨的56个城市中， 涨幅比上月回落的
城市有27个，比上月减少了13个；最高涨幅为0.6%，
最低涨幅为0.1%。

上月我国房价总体平稳

4月17日， 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 一名男子手持鲜花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书表示哀悼。 新华社发

4月18日，在韩国珍岛附近海域，一架巨型海上起重机在准备打捞沉没客轮。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首尔4月18日电 韩国“岁
月” 号沉船事故检警联合调查本部18日
要求拘捕船长李某、三副等弃船而逃的3
名船上核心人员。 中国驻韩国大使馆领
事部当天确认， 失事客轮失踪者中出现
第4名中国乘客。

据韩联社报道， 联合调查本部当天
表示， 已经以船长李某涉嫌弃船致使乘
客伤亡的理由申请拘捕令， 同时还以同
样理由申请拘捕事发时掌舵的三副和另
一名船员。

报道说， 船长李某等人未能在紧急
时刻尽到发布应急措施和疏散乘客的职
责， 却置数百名乘客的生命于不顾率先
逃生。

根据韩国2013年7月新制定的相关
法律条文，船长李某将面临无期徒刑或5
年以上有期徒刑。

18日下午，搭乘“岁月”号客轮并获
救的韩国京畿道安山市檀园高中校监姜
某在珍岛市内体育馆附近的一棵松树上
上吊身亡。 姜某的钱包里有一封遗书，他
在遗书中表示自己是此次带领学生修学
旅行的发起者，对此感到十分愧疚。

联合调查本部说，事故发生时船长没
有在驾驶舱，客轮由三副掌舵。此外，客轮
在事发海域确实改变了航道，但目前无法

判断这属于急速变向还是正常转向。
在确认失踪者中出现第4名中国乘

客后， 协调搜救工作的中国驻光州总领
事馆官员18日表示， 随着搜救活动的进
一步展开， 不排除在失踪者中发现更多
中国乘客。

18日凌晨起，三台大型起重机陆续抵

达事发海域，下午又抵达一台。由于担心打
捞作业可能威胁到舱内的幸存者， 政府方
面需征得家长同意才会开始进行打捞。

截至当地时间18日22时， 韩国海警
方面将获救人数从179人下调为174人，
失踪人数增加为274人，船上乘客人数调
整为476人，遇难人数仍为28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