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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文学院10日宣布，将2018年和2019年诺
贝尔文学奖分别授予波兰女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
克和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

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马茨·马尔姆当天在揭晓
获奖者时说，托卡尔丘克“充满激情的叙事想象力
代表了一种跨越边界的生活形式”，而汉德克用其
“富有语言学才能的、有影响力的著作探索了人类
经验的外围及特异性”。

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生于1962年，当代波兰
最具影响力的小说家之一。她善于在作品中融合民
间传说、神话、宗教故事等元素，观照波兰的历史
命运与现实生活。两次获得波兰文学最高荣誉“尼
刻奖”评审团奖，四次获得“尼刻奖”读者选择
奖。

文学院在当天的新闻公报中说，托卡尔丘克从
未将现实视为永恒的事物，她在文化对立面之间构
建自己的小说，比如“理性与疯狂、男性与女性、

家庭与疏离”等。她的作品反映了波兰的历史和现
实，其代表作品有《太古和其他的时间》《航班》
等。

汉德克1942年出生于奥地利的克恩滕州，他创
作了大量作品，包括小说、杂文、戏剧和电影剧本
等，成为二战后欧洲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

马尔姆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已经与
两位获奖者取得了联系，他们都表示将前来斯德哥
尔摩参加12月10日举行的颁奖典礼。

文学奖评选委员会主席、文学院院士安德斯·
奥尔松在回答新华社记者提问时确认，因为是同时
颁发两年的文学奖，这两名作家将分别获得900万
瑞典克朗（约合91万美元）的奖金。

2018年，瑞典文学院一名时任女院士的丈夫涉
嫌性侵、性骚扰及泄露文学奖获奖者姓名，致使瑞
典文学院陷入信任危机。瑞典文学院去年5月宣
布，2018年不颁发诺贝尔文学奖。

2018 年、 2019 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

波兰和奥地利作家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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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北搬家专业搬钢琴、搬家
搬厂、市县往来2612891

象山搬家 3822222起重、搬厂
叉车出租

远达 5888889搬家（厂）免费提供箱袋
大中型工场劳工调配

吉庆搬家 3870707损坏赔偿
绝不乱加钱

生 活 服 务生 活 服 务
低价疏通抽粪七星 5861219 象山 3817569

秀峰 3639223 北门 8994622

低价大车抽粪高压
疏通2995942

疏通·补漏·安装疏通·抽粪

大环卫车抽粪低疏
价通 2932686

铁西 3811716 北门 2611991
七星 5818352 秀峰临桂 2832551低价疏通

象山 3882519 瓦窑 3613296
秀峰 2827118 七星 5811768疏通抽粪

2303860优质的服务
合理的收费好日子搬家

桂福搬家 5582230搬厂起重
区内市县往来

半球搬家获“行业十佳”称号
拆装空调 2606628

搬家·搬厂

福达搬家搬厂起重空调液压升降车
南区 3820890 北区 2602277

富邦搬家 5636788搬厂 搬设备
洗地毯，外墙

大车 80 元起
小车 60 元起大运搬家 3635037

微信
同号陶姐白事 13005955440

殡葬服务

空气能专业拆装维修
加氟清洗等 3966588老兵空调

维修
回收空调拆装 15277307272

定做沙发
布套、软硬包沙发翻新 13367733516

沙发翻新皮沙发、海绵垫、布
套、维修 18007877699

维修加氟
加管清洗空调移机 15994683893

精修空调洗衣机
电视冰箱热水器环球冷气 5838779

家电·家具维修

抽粪改道瓦窑 3611670 七星 5806389
水管钻孔秀峰 3898628 象山 3812798疏通

抵押低息贷款 18677395925

借贷担保

房子一押二押 18174190053

微笑清洁外墙室内、钟点、油烟机、水电
13647730685、18174177611

家政·清洁

不漏水再付款水电泥工
腻子退伍军人工商注册补漏 2868837

补漏大王鑫楼人
天漏地冒都不怕

憎 0773-3810 291
136 0773 8338
公众微信：bldw8338

通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ISO9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桂林神全防水补漏材料厂
专接高难度防水补漏工程；新楼房防
水降温工程；卫生间免拆补漏；外内墙
防水新涂料，欢迎各房产商，装修公司
战略联盟。本厂发明生产专卖，上门服
务一步到位，诚信企业，认准神全。
www.gxshenquan . com 全厂长 13077601275

疏通·补漏·安装防水补漏

优价疏通北门 2929051 七星 5868598
瓦窑 3619398 秀峰 2881068

疏通改道抽粪市内 15295882537
市区 18877316326

遗 失 声 明
1706m2，3 层独栋，有户外活动场
地，联系人：王先生 18378343643

象山区幼儿园场地招租
噪邹靖遗失邹玉林 14 排 4 行 1
号的骨灰寄存管理卡，声明作废。

全新钢构 1500m2 和 4500m2 ，适
合工厂或仓储物流憎 18978330320

桂磨大道厂房招租

噪肖强遗失铁西一里 14 栋 1-5-2 号
房的公共租赁住房合同，声明作废。

噪永福县鑫丰建材有限责任公
司 遗 失 公 章 一 枚 ，章 号 ：
4503262005202，声明作废。

噪陈武遗失桂林临桂万达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购房定金收
款收据，编号：0001325，声明作废。

噪桂林联丰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遗失机构信用代码证，代码：
G10450323000621102，声明作废。

噪唐佳遗失桂林市叠彩区站前路 31
号联发·乾景第 7 幢 2 单元 1 层 2 号
房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壹份，合同编
号：1301020548；及税收通用完税证，
票号：(2013)桂地完电：No15405470；
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贰张，发票号
码：00397991、00403974，声明作废。

租 转 信 息

噪桂林市福安运输有限公司遗
失桂 C29777 车的营运证，证号：
450300157664，声明作废。

噪钟银生遗失车辆桂 C98737（黄
色）的道路运输证，证号：桂交运管
桂字 450323515626 号，声明作废。

房 产 信 息
榕湖小学旁精装房出售
九岗岭 3F60m2 中介勿扰 13977302298

卷闸门·电动门

胜利卷闸门厂手动电动门制作
维修 13977358532

诚信卷闸门厂手动电动门制作
维修 15977338056

择 优惠多多 用爱心做好火锅 憎 2828198
叠彩区站前路联发乾景广场(停车场入口处)

重庆刘一手心火锅广西总店

品 牌 推 荐

旧货回收

高价回收电器、家具、厨具、宾馆、酒
店仓库存货等 15807733846

10日，随着2018年和2019年诺贝尔
文学奖两位获奖者的公布，这也意味
着，之前诺奖的热门人选、呼声颇高的
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再次与诺奖失之
交臂。在微博上，“村上春树又陪跑”
的话题标签也迅速上了热搜。

最近几年来，村上春树一直是诺贝
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只不过几乎次次
落空 ，他也由此被戏称为 “万年陪
跑”。

由于诺贝尔文学奖似乎一直偏爱
“严肃文学”作品，因此“作品的通俗
性较强”，便成了一些人不看好村上春
树获奖的理由。

甚至有评论家表示，村上春树得诺
奖几乎没希望，“他的作品对现实社会
的关注度并不高，在纯文学圈子里不是
特别受到认可”，“村上很有可能成为
一个时间悠久的‘陪跑者’”。

波兰女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资料图）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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