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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黑一雄
其书难寻

时尚聚焦

我市新增一处青年空间

紫砂馆成青年活动新去处
●我市紫砂馆从
提供活动内容变成了
活动去处
●青年空间是克
拉玛依市青少年活动、
聚集、交流、学习、娱乐
的主阵地
●今年，全市 6 个
青年空间累计举办活
动已超过 50 场
本报讯（记者 倪璐）
“紫砂馆
成为了青年空间的新成员，我们
青年团员开展文化体验类活动
又多了一个好去处，就是咱们自
己的紫砂体验馆。”团员青年吴

博兴奋地说道。
9 月 25 日，克拉玛依市青年
空间揭牌仪式在克拉玛依紫砂
馆举行。
当日，自治区团委统战联络
部部长尔肯·吐鲁甫为该馆青年
空间揭牌，并在仪式后说：
“今天
紫砂馆成为了克拉玛依市青年
空间的一员，从此克拉玛依紫砂
馆从提供活动内容变成了活动
阵地，在团组织的帮助下更会成
为油城青年的新话题，凝聚油城
青年的新平台。”
克拉玛依紫砂文化交流有
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叶明也表
示，加入青年空间的大家庭
后，紫砂馆会继续为组织开展
好紫砂基础知识培训、紫砂手
工基本制作、紫砂文化体验等

多项活动，同时还会为广大团
员青年带来更多趣味十足、更
加新颖的紫砂文化活动。
在随后的团日活动中，来
自永安社区的 20 名团员青年在
紫砂馆陶艺老师的指导下，动
手完成了拍泥、拉坯等紫砂器
具制作环节。
据了解，今年在团市委和油
田公司团委的支持下，油田公司
团委下属团组织、部分企事业单
位依托紫砂馆，已经开展了形式
多样的青年活动，提高了紫砂产
业在青年中的影响力。
“尤其是在暑假期间，克拉
玛依区各社区团支部在紫砂馆
组织开展了‘小手牵大手紫砂体
验’
‘ 童言童语说紫砂’
‘ 民族团
结融情紫砂’等，既丰富了团员

青年的业余生活，又增加了紫砂
产业在市民心中的知名度。”克
拉玛依区团委副书记孟海波说
道。
据悉，克拉玛依市青年空间
是我市青少年活动、聚集、交流、
学习、娱乐的主阵地，以提升青
少年综合素质、促进城市文明为
主题，以青少年发展和成长需求
为导向，秉持开放、包容、自
由 、积 极 向 上 正 能 量 的 空 间 氛
围，搭建团员青年沟通的桥梁，
把青年凝聚在一起，影响和带动
青年群体积极参与社会建设，弘
扬工匠精神。目前，东彩社区、
天山街道、创业中心、艾尔与
拉格酒吧等地均已设立青年空
间活动室，今年，全市 6 个青年
空间累计举办活动已超过 50 场。

消费动态

农家乐采摘活动临近尾声
市民可先致电，
以防采摘扑空
本报讯（记者 倪璐）深秋到
来，我市各大采摘园的采摘期也
进入倒计时阶段，想要体验农家
采摘的市民可要抓紧时间了。
本周，记者从我市的林间复
合种植示范园、林海公园采摘园、
荒漠绿洲生态园、利德奥采摘园、
正润果蔬采摘园、群幸有机园、沅
丰有机园、西部绿洲标准园、永丰
标准园、金碧野山庄等多家农家
乐了解到，部分农家乐的采摘活
动已经关闭，而其余采摘园最晚
将开放至月底。

据林间复合种植示范园工作
人员付强介绍，该园的采摘活动
已临近结束。
“上周，园内的李子、
山楂、海棠果、核桃等都已被采摘
一空，现在只剩下苹果可以采摘，
采摘项目已经接近尾声了。”
云丰果蔬合作社负责人王全
志也表示，该采摘园目前还有一
些萝卜、菠菜、油白菜、大葱、南瓜
供市民采摘。
“这个季节不适合再
重新种植其他蔬菜了，等市民摘
完这些作物，园区就要为明年的
种植做准备了。”

在林海公园开心农场内，记
者看到园内可供采摘的蔬菜和水
果所剩无几，工作人员已经开始
了清园工作。该园负责人王小军
告诉记者，作物打霜以后，园区就
不再提供采摘项目了，想要到开
心农场体验采摘乐趣的市民要等
到明年了。
不过，也有部分采摘园的采
摘周期相对较长。永丰合作社的
采摘周期可以延续到年底，据该
园负责人王顺东介绍，园内目前
还有十多种作物，
“现在园内的西

红柿价格为每公斤 4 元，豆角为
每公斤 12 元，韭菜为每公斤 5 元，
巧克力番茄和樱桃番茄的价格是
每 公 斤 8 元 ，与 市 场 价 保 持 一
致。”此外，12 月底该园区将开放
草莓采摘。
此外，记者还致电了三家位
于市区周边的农家乐，但采摘活
动均已关闭。这些农家乐的负责
人均表示，进入秋季后，采摘工作
就已告一段落。建议市民在采摘
前先致电咨询，再选择可以采摘
的园区前往体验。

本报讯（记者 聂梦婷）10
月 5 日晚，瑞典文学院宣布
将 2017 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
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在
此结果宣布后，我市书店也
开始积极备货，以应对此后
将到来的销售高峰。
据悉，今年瑞典文学院
发表的授奖理由为：“他的小
说具有伟大的感情力，与我
们的世界相连的感觉，虽然
多是以捉摸不定的内容为
主，但是却让我们知道了未
知的深渊。”
石黑一雄的作品，在
2011 年前后陆续译成中文在
国内相继出版，目前已经翻
译成中文的有 《小夜曲》《远
山淡影》《浮世画家》《无可
慰藉》《被掩埋的巨人》《别
让我走》《长日留痕》《上海
孤儿》。
在我市图书市场，石黑
一雄的作品销售如何?本周，
记者联系我市多家书店了解
到，由于石黑一雄作品在国
内文学圈和读者中的知名度
较为有限，多数书店都只有
他的少数几本作品出售，或
尚未引进其作品。不过，在
知悉他获得“诺奖”后，几
位书店负责人均表示已开始
进货并接受读者预订。
新视野书店负责人张女
士告诉记者，目前该店只有
少 数 几 本 《上 海 孤 儿》 在
售。她说：“这本书是我们从
2011 年左右开始销售的，关
注的人一直都比较少。但根
据以往的经验，‘诺奖’作品
出炉后半个月左右，就会出
现一阵购书风潮，所以我们
现在已经开始联系备货了。”
书迷书屋工作人员在
查询库存系统后表示，目前
该店并没有石黑一雄的作
品出售。她说：
“日本作家
中，村上春树的作品销量最
好，石黑一雄目前还是相当
小众的。”
她 表 示 ，根 据 以 往“ 诺
奖”作品的情况，该书店会考
虑适量补充石黑一雄的作品。
而正在盘库期间的新华
书店目前无法统计在售作品
数量，但相关工作人员表示
接下来将适量补充其作品，
并接受读者预订。
同样，在各大电商平台
上，石黑一雄的作品也非常
紧俏。当当网开辟了石黑一
雄专页，不过除了电子书
外，纸质书均为预售。京东
上，石黑一雄的纸质书也只
能接受预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