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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余杭区图书馆观主题书展

美丽洲

“藏”在心底的悬念——悬疑小说主题书展

区融媒体中心报刊编辑部﹃美丽洲﹄栏目收
来稿请寄：余杭区临平人民大道 656
号
邮箱： fk01meilizhou@163.com

本次悬疑小说主题展，依据悬疑小说的发展脉络选取书籍。无论你是崇尚古典主义的
本格派拥趸者，还是忠实当下生活的社会派粉丝，悬疑小说都是充满魅力的，它的趣味来自
作者构思的不断博弈，
来自看到结尾时的峰回路转。
书展时间：
即日起至 2020 年 11 月 30 日
书展地点：
区图书馆文献借阅区（三楼）

书香满城全民阅读

书

名：
《无所遁形》

书

名：
《逆时侦查组》

作

者：
吕铮

作

者：
张小猫

出版社：
四川文艺出版社

山谷里的小星星
○ 莫琦瑛
甘岭水库滩地，攀登半座娘娘山，
“咔嚓、咔嚓”
脚踩
继续前行，脚边忽而横过一道窄溪，水底一览无余
厚厚枯叶，思绪同入泥的陈年萎靡与新败落的脆响对
干净通透，抑制住想要喝一口一探甘甜的冲动，伸手触
话，一路走走停停，听风观景。山上野花野草葱茏，小野
及，一股透心凉爽清新顿时袭来。想寻小溪源头，一路
菊、婆婆纳、水蓼、蒲公英、蛇鞭菊、车前草、龙葵、狗尾巴
聆听潺潺流水声，才走没几步，眼前一幕惊艳了眼球，惹
草、苍耳，还有许多不知名的，与高大茂密的树林共同编
得孩子欢呼雀跃。注定是幸运时刻，陌生之地收获惊喜
织大地之裙。山中盘绕，耳畔不时传来歌声，把“未见其
直接升级为震撼，那些造型别致、头顶珍珠的草茎浑然
人先闻其声”
诠释得淋漓尽致。听着歌声攀爬至山腰再
一坪，白色小花与绿色茎叶展现一幅清新画卷，成片草
往西，后往北折下，便到达环水库小道。走近才发现，水
茎笔直修长，挺拔秀丽，成千上万的洁白花絮让人辨不
边有一群人带着音响一展歌喉，熟悉的曲子轮番演绎，
清现实与梦幻。如果最先见面的是引路草，那么一大片
动听的旋律萦绕整个水库，为山谷增添浪漫。
便是幸福狂欢。迫切想知道它们名字，拿起手机，山里
沿小道树荫下前行，慢慢就豁然开朗看清了滩地。 信号并未因心情美丽而功能增强，一直转圈让人焦急。
滩地较宽，镶于水库一边，密林环绕水库也怀抱滩地，人
儿子提议先拍照，他和小草，一株小草，成片小草……一
们三三两两隔些距离在树下支起帐篷，帐篷前铺开野餐
系列忙碌的同时等来“度娘”崛起，神秘面纱终被揭开。
布，放上喜爱的食物。滩地边沿，垂钓者气定神闲，摆开 “谷精草”
，一味中药，明目、清肺止咳、祛风散热、理气止
与鱼的博弈。水面上，几位老人同水鸭竞技，专业装备
渴，生于溪沟水田池沼，还有个浪漫的称呼——山谷里
加上一面体现组织的小旗浮于身后，水温算不上寒冷，
的小星星。
也足够令人敬畏。一个纯天然景点，没有刻意炮制娱乐
山谷里的小星星，我回味着这份浪漫，所以当成片
项目，保留原汁原味大自然风光，阳光明媚，树影斑驳，
谷精草出现时，我脑海即刻对应的画面是满天星斗烁烁
鸟儿悠闲地掠过明朗开阔的群山水库，水面倒映着山
其华，一瞬间觉得彼此默契，谷精草是有灵性的。就当
峰、树木、日头、鸟儿、云朵，山风徐徐，落叶纷飞。抬眼
这原本便是属于我的风景，一扇为我呈现展开的灵动小
仰望，满山树木挤挤挨挨色彩缤纷，浓绿、鹅黄、火红、浅
世界的门，真是一种非比寻常的缘分。孩子知道了小草
咖、深棕，各自绚烂缀满枝头。秋冬之交，风景如画。此
名字，山谷的谷，精灵的精，小草的草，不就是山谷里的
刻，内心无需多思，通体舒畅便是大自然的最佳馈赠。
小精灵！
滩地整体平坦舒缓，几丛不知名的茅草肆意蓬勃，
认识不起眼却异常美丽的谷精草，好比结识了一位
裸露的泥滩上，有人奔跑放起彩色风筝，有人欢呼着骑
心灵契合的朋友，我们决定挖几株带回家盆栽，用孩子
山地自行车你追我赶……大家各自欢欣，各自嬉戏。滩
的话说，把山谷里的小星星请回家。寻来枯枝，小心翼
地除平整也有低洼，杂草丛生，枯枝横呈。地表龟裂，豁
翼地带走一些滩地泥土，连着根系，掘起。情不自禁地
开的口子展示着硬朗结实，慢慢走去，脚底渐而变得绵
哼起小曲儿的我们，走过崎岖的山路，在结满蜘蛛网的
软，泥土终以不够硬气的质地揭示外在表象。
树枝下穿行，路边棕榈树上挂着所剩不多的金黄色的果
在我好奇于淤泥沼泽湿地和龟裂干燥并存景象，自
实，随处可见松果匍匐于脚边，泥土香、野花野草香弥漫
由快步或舒缓停滞……忽然，一株野草撞入我的视线。 了一路。我们继续踩着落叶“咔嚓”
的脆响，怀揣着谷精
儿子也发现了它，称看见了迷你版蒲公英，欣喜不已。 草的小秘密，心情快乐得要飞起来。我不确定有没有人
这是一株低矮不起眼却特别精神的小草，整株草只有呈
和我们一样发现了谷精草。它太不起眼，长势极低，只
放射状姿态生长的草茎，草茎纤细笔直长短不一，密密
是多长了心眼，肉眼才有不一样的收获。
匝匝集结在根须上端，每根草茎顶部开一朵小花，呈白
徜徉徘徊于大禹谷的深秋，穿越至初冬的暖阳下，
色半球形，乍一眼瞧像顶着一粒粒白色珍珠。再靠近仔
所谓的慢生活不知不觉有了眉目。人们结伴路过谷精
细端详，位于小草根部四周线状叶子衬于草茎下，朝周
草的滩涂，不时掀起一阵风的交集，山谷里的小星星随
围低调伸展。我专注于观察，儿子突然鼓起腮帮子吹
风摇曳在阳光下，生长扎根于大地上。注定是一份难得
气，
“呼……呼……”
几次反复后，沮丧地问我“小蒲公英
的愿意和遇见，怎的我恍惚着那是遥远时空的一点呼
怎么不飞”
，我一样满腹疑惑，
未知所以。
应？

冬夜的海城，警方通过智慧人像追踪系
统，一举抓获数名逃犯。而在城市的另一端，
四名劫匪抢劫了海城银行，驾车逃至星光商业
广场地下车库后下落不明……
备受重视的城市博览会开幕在即，海城监
控安防系统全面改进升级，广布“鹰眼”，架设
“天网”。劫案毫无线索，海城银湾却发生一桩
奇怪的别墅盗窃案，嫌疑人似乎知晓监控盲
点，更让人惊骇的是，在“鹰眼”注视之下，盗窃
案嫌疑人和警员接连遇害，而监控画面却无任
何显示……

出版社：
紫焰传媒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逆时侦查组，是由精英刑警、尖端科学家、
犯罪学家、网络专家组成，针对反侦查能力极
强，且掌握着时间逆行、人工智能、基因编辑、
大数据信息等尖端科技的犯罪集团成立的秘
密专案组。
某日，刑警路天峰发现，自己拥有了能够
不定期重复 5 次经历同一天的逆时能力。依靠
这种能力，路天峰一次次回到案发之前进行侦
查，破获一起又一起重案。直到一封来自嫌疑
人 X 的谋杀预告的突然出现，路天峰才意识
到，
拥有这种能力的人似乎不止他一个……

“全民
‘双十一’激发电商新引擎”——电商营销类主题书展
本期书展依托电子商务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对我国电子商务营销活动进行研究。不论
是参与度上比较，还是交易额上比较，
“双十一”促销已成为我国电商营销最为成功的手段之
一。
书展时间：
即日起至 2020 年 11 月 30 日
书展地点：
区图书馆文献借阅区（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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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流量到留量》

书

名：
《增长密码：
大型网站百万流量运营之道》

作

者：
谢涵博、
陈松月

作

者：
胡勇

出版社：
电子工业出版社
本书系统介绍了两个拥有 7 年经验的运
营人把在线运营实战经验升级为运营策略和
方法论。作者分别从流量的本质、流量的运
营、
运营人的自我提升三方面提供可落地的工
作方法和成长建议，并针对流量贵、
流量流失、
流量无效等痛点，提出“留量”概念——如何以
留量思维应对互联网商业变革，用旧流量创造
新价值；为运营人员悉心提供大量工作技能和
个人素质提升方案，多方位助力互联网从业人
员职业成长。

出版社：
机械工业出版社
对于大型网站的流量运营方法，作者以
SEO 为核心切入，从底层逻辑到顶层思维，通
过自己操盘的一个又一个成功案例，让读者身
临其境，
掌握其中精髓。

“现实主义始终是主角”——俄国文学主题书展
十九世纪，俄国创造出了一大批光辉作品。所有这些璀璨的文学巨著，是任何一个文
学爱好者所不能错过的。
书展时间：
即日起至 2020 年 11 月 30 日
书展地点：
区图书馆文献借阅区（三楼）

爱
○ 张侠忠
暮秋时节，橙黄橘绿，湘湖之滨，一场婚礼隆重举
行。一对 90 后新人手挽着手，在亲朋好友的祝福声中
缓缓步入婚姻的殿堂。
新郎姓符、新娘姓陆，都是闲林和睦小学的老师，均
从事音乐艺术教育。如今，夫妇俩志同道合，
琴瑟和鸣。
值得一提的是，夫妻俩决定把婚礼上收取的礼金全
部捐赠，用于帮扶困难学生。婚礼后的第二天，新婚夫
妇照常去上班，第三天就通过学校选定了结对帮扶对
象。他们把礼金包成一个沉甸甸的红包，交给学校一名
四年级女生。这名学生成绩优异，但因父母丧失劳动能
力，家境拮据。
符老师、陆老师趁着课余时间，把这位女生约到了
空旷的操场上。三人在绿草如茵的足球场上席地而坐，
吹着习习秋风，嗅着淡淡草香，愉快地交谈起来。女孩
很快便和老师熟络起来，说起自家的实际情况。助人于
急需之时，两位老师慷慨解囊，把带着亲人祝福的红包
送到了女孩的手上。
“我们将资助你到小学毕业。”收到来自老师的“红

包”，女孩有些不知所措，一时之间满满的惊喜与感激之
情涌上心头。
“谢谢你们！”
女孩重重地点了点头。
就这样，本是送给新婚夫妇的祝福红包，传递给了
这位陌生而熟悉的女孩手上。不难想见，对这位女生而
言，两位老师的资助就如一场及时雨，下在了她的心田；
又如一盆炭火，让她在接下来的冬日不再寒冷。
鲁迅先生说：
“ 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
关。”的确，爱是责任与担当，爱是博大而致远的情怀。
符老师、陆老师的爱心捐赠，同时让人明白：善行义举不
一定要踏破铁鞋，无私奉献的育人者可能就在我们的身
边，爱是一种近距离的即时的帮扶和陪伴。
不管是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让我们伸出援助之
手，带给需要帮助的人一份温暖、一缕光亮。相信一个
被爱包围的孩子，今后定能紧握爱的接力棒，将爱传递
给更多的人，传递到更远的地方。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这对小夫妻的脸上写满了幸
福，而这幸福不仅仅来自新婚燕尔。
有情人已成眷属，
愿好人一生平安。

书

名：
《在美好和狂暴的世界上》

书

名：
《普希金经典小说选》

作

者：
【苏联】安德烈·普拉东诺夫 等

作

者：
【俄】普希金

出版社：
河北教育出版社
非琴酷爱翻译外国名家散文和抒情小说，
并追求译文尽量简明流畅又忠于原文。
本书是非琴生前翻译的俄罗斯文学作品
中抒情散文类译作的精品，收录了普里什文、
帕乌斯托夫斯基、
格林、
米哈依洛夫斯基、
普拉
东诺夫、卡扎科夫、索洛乌欣等近十位苏俄文
学名家的 42 篇佳作。

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普希金经典小说选》收录《已故伊凡·彼
得罗维奇·别尔金小说集》和《黑桃皇后》，共六
篇。这六篇小说既是普希金的代表作，也充分
反映了俄国人性格，折射了十九世纪的俄国现
实。这六篇小说可读性极强。

吴一静 王雨佳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