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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陈薇

全国出版图书每年呈现出递增的趋势，预计
2014年轻松超过450000种。

“拼”种类、“抢”数量、“占”市场。各类出版社
施展浑身解数出“快”书、“快”出书，图书市场眼
花缭乱，良莠不齐。然而，在周围一片“快马加鞭”
声中， 湖南美术出版社却选择把脚步放“慢”下
来。

10年磨“一书”
历时10年，《百年中国艺术史（1900-2000）》

丛书于2014年5月由湖南美术出版社和岳麓书社
联合出版，由《百年中国美术史》、《百年中国音乐
史》、《百年中国舞蹈史》、《百年中国戏剧史》和
《百年中国电影史》五卷本组成，作者分别由6位
不同艺术史研究领域的专家独立承担。 全书约
250万字，收录图片2000余张，整套书装帧精美。

湖南美术出版社社长李小山坦言，该丛书出
版的难度很大。 首先是书中内容的时间跨度长，
100年历史。 百年间美术、音乐、舞蹈、戏剧、电影
等艺术门类涉及的问题比较复杂。 此外，大量的
文字和图片，使得这套丛书支付的稿费和审校费
很高。 而编撰期间遭遇的最大困难，是该丛书的
主编、 美术史分卷的作者邹跃进老师的骤然离
世。

邹跃进生前担任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教
授、 美术理论教研室主任， 与湖南美术出版社
有过多次合作。 2002年， 邹跃进与李小山策划
出版了 《新中国美术史》。 2004年， 邹跃进与李
小山合作策划 《百年中国美术史》 并担任该书
主编直至离世， 未完成的部分交由其学生邹建
林来负责。

就学术意义而言， 《百年中国艺术史
（1900-2000）》 的影响是深远的。 以往， 学术
界 习 惯 将 20 世 纪 艺 术 史 划 分 为 近 代
（1840-1918） 、 现代 （1919-1949） 和当代
（1949-）， 这种划分方式最大的不足， 是割裂
了20世纪在政治、 社会、 文化和艺术上的连续
性。 而 《百年中国艺术史 （1900-2000）》 是目
前唯一从20世纪整体性出发， 描述并阐释中国
百年艺术史的著作。

业内专家认为，丛书采用的全新学术分期方
式，将对我国艺术史研究产生深远影响。

合力做“大书”
湖南美术出版社一直有集中力量做“好书”、

做“大书”的传统,曾相继出版《中国高等美术学
院作品全集》、《湖南民间美术全集》、《海外藏中
国历代名画》、《齐白石全集》、《吴冠中全集》、《黄
永玉全集》等一系列大项目图书。“十二五”期间,
该社有《黄永玉全集》、《世界的吐鲁番》、《何绍基
全集》、《西方人文艺术经典文库》、《古元全集》、
《鲁迅藏外国版画全集》、《中国油画500年》 等12
个项目被列入国家“十二五”规划重点出版项目，
入选数量位居全国美术类出版社前列。

2014年，该社出版了《鲁迅藏外国版画全集》
和《中国油画500年》。《鲁迅藏外国版画全集》共
有5卷， 收录了鲁迅先生直接购买或从国外代购
的2000余幅外国版画原拓精品， 这些珍贵的外
国版画绝大部分是首次向世人展示。《中国油画
500年》一书由知名美术史学者、中央美术学院人
文学院赵力教授与副院长余丁教授共同编著，由
靳尚谊、邵大箴等专家担任学术委员会成员。 整
套图书逾600万字，图片8000余张，是迄今为止

关于中国油画文字量最大、文献资料最丰富全面
的工具性图书。

李小山说:“我们精心打造‘慢产品’，提高精品
长销书的经济效益。以《齐白石全集》为例,这套书虽
然定价不菲,但它的销售量每年都是稳步上升。从经
济效益而言， 这些精品长销书带来的效益是持久、
长远的。 ”

用心出“好书”
2015年1月，由该社出版、台湾美学家蒋勋所

著的《美的沉思》荣获“2014年度图书（生活类）”
大奖。 蒋勋的另一本书《吴哥之美》去年7月推出
后，短短半年销售已逾6万余册，受读者热捧。

《吴哥之美》最早由台湾出版，时至今日，原版
本中的一些图片已经过时，而且也不全。 湖南美术
出版社引进该书后，为追求文本的精致，安排编辑
刘海珍、戴宇等亲赴柬埔寨吴哥，实地拍摄了大量
高清唯美的图片， 与蒋勋优美的文字达到了完美
结合。 更为用心的是，新版《吴哥之美》中附送了一
张精美的“手绘吴哥导览图”，图中吴哥多个著名
景点，以绘画形式呈现，既凸显了美术出版社的优
势，又契合现代人的审美需求，得到了各界人士的
一致好评，一跃成为当季畅销书。

“一方面,我们努力做一个‘小而美’的公司,
收缩产品线,将很多既不能带来社会效益，也不能
带来经济效益，又与美术社的品牌没有多少关联
的图书砍掉，减少库存压力。 另一方面,我们精心
打造‘慢产品’，打造精品长销书。 为了将‘慢产
品’的风险降到最低，在选题论证时我们严格把
关，实行少印数、多印次、分年段运作项目的出版
策略，同时建立针对高端人群的数据库和直销网
络， 积极谋求政府采购，争取各项资金资助。 回
归专业， 走品牌化发展道路， 我们才能走得更
稳,更远。” 李小山说。

湖南日报1月31日讯（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刘青崧）日前，从炎陵县文联传
来喜讯 , 该县90后诗人玉珍获得首届
“人民文学诗歌奖”年度新锐奖。

玉珍原名罗玉珍，1990年出生于炎
陵县东风乡一个农民家庭，2012年毕业
于湖南师大中文系。她于中学时期开始
诗歌创作，作品广见于《人民文学》、《诗
刊》、《诗选刊》、《诗歌月刊》、《星星》等
文学期刊，著有诗集《等一朵花开》、《喧
嚣与孤独》，曾获第六届张坚诗歌奖“年
度新锐奖”， 入围第六届珠江国际诗歌
节大奖“青年诗人奖”。

据了解，“人民文学诗歌奖”由人民
文学杂志社设立，首届评出2014年度诗

人奖1名、诗歌奖1名、新锐奖3名。 玉珍
获新锐奖，其组诗《一纸惘然》共14首刊
发于《人民文学》2014年第1期。此前，她
还参加过《人民文学》举办的第二届“新
浪潮诗会” 和诗刊社第30届青春诗会，
成为入选青春诗会的第一位90后诗人。

“玉珍的诗能迅速把人带进真实
的场景中， 带入生活的本相。 她语言
平和， 细微处见情怀和胸襟， 情绪美
好而恰到好处。” 诗评家誉其诗“大多
通过自觉的沉思与深省， 叩问及表达
对世界及人类的感情。” 玉珍表示， 她
的创作受故乡炎陵的影响很大， 其诗
大都是对亲情、 友情、 爱情、 乡情的
纪念与思考。

湖南日报1月31日讯（记者 李传
新）湖南大学在岳麓书画院日前举行中
国当代著名思想史家、经学史家、湖南
大学岳麓书院特聘教授姜广辉先生《中
国文化的根与魂》新书学术研讨会。

《中国文化的根与魂》， 近60万
字， 是姜先生的一部新著。 姜先生在
此书中提出： 中华元典的五经四书，
是中华文化之“根”， 它所承载的核心
价值观是中华文化之“魂”。 从智慧层
面说， “五经” 作为中华元典， 反映
了中国先民对人类所关心的重大问题
如自然、 社会、 人生的思考， 具有多

方面的原创性， 后世许多思想都可以
从中找到最初的原型， 由此而形成中
华民族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的思维方
式。 姜先生认为， “中华元典” 是中
国文化的根脉， 正如古语所说： “叶
断犹可将， 根断心永绝。” 他呼吁将经
典文化教育重新引入高等学府中来。

著名学者陈谷嘉、 赵敏、 徐仪明、
吴仰湘等在研讨会上发言认为， 此书
彰显中华文化的根与魂， 对于弘扬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 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心， 具有“提纲挈领” 的作用， 有重
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通讯员 向晓玲 张宗南
湖南日报记者 陈勇

“大学生村官” 杨丽在统计录入
贫困户信息之余， 调查核实留守儿童、
孤儿学童档案， 制成卡片， 通过手机
微信、 QQ号等途径， 发给朋友圈， 寻
求帮助， 从2013年初到去年12月底，
共发布30名困境儿童信息， 其中22名
得到了资助， 累计收到善款、 物资价
值8万多元。 1月24日， 记者来到泸溪
县小章乡采访时， 乡亲们纷纷竖起大
拇指， 夸赞这个“80后”。

杨丽是泸溪县人， 2010年从湖南
科技大学毕业后， 原本在广州市一家
外企工作， 2012年7月， 通过省委组
织部统一招考， 她成为了该县小章乡
大水坪村党支部书记助理、 乡团委副
书记。

大水坪村是苗族聚居村， 外出务
工人员多， 留在村里的大都是妇女、
老人和儿童。 走访中， 因灾变贫、 因
病返贫、 因家庭变故致贫的现象， 深

深刺痛着杨丽的心。 村里老人看到这
个有知识的年轻人， 纷纷希望她想些
办法帮助困难孩子， 莫让他们失学。

不久， 小章乡政府将杨丽从村里
抽调到乡民政办协助贫困户信息统计
录入工作。 面对一个个孤儿的资料，
杨丽发现即使得到了政策的相应补助，
他们也没有办法完全解决学习及生活
的困难。

“不能眼睁睁看着孩子辍学！” 杨
丽将这些孩子的现实情况一一调查核
实， 建立留守儿童、 孤儿学童档案，
按人物简介配置图片， 制成卡片。
2013年年初， 将急需帮助的孩子卡片
资料， 发送到自己的微信朋友圈， 呼
吁有条件的人进行爱心救助。

一周以后， 杨丽的微信圈有了回
应： 广州爱心人士邵先生、 长沙的皮
先生发来回信， 愿意帮助大水坪村三
组患有骨结核的孩子张有晴和他哥哥
张有云。

杨丽找到孩子父母， 利用空闲带
着孩子来到乡信用社， 为兄弟俩办理

了各自的储户存折。 截至2014年10
月， 张有晴收到资助6400元， 张有云
4800元， 困难得到缓解。

贵州茅台集团爱心人士覃先生，
2013年3月通过QQ联系上杨丽， 当月
他来到小章乡调查贫困孩子家庭情况。
走进初三学生张法芝家，覃先生边了解
边落泪。孩子父亲3年前患重病去世，母
亲随即外出打工， 之后与家里断了联
系，留下5个均在学龄期的姐弟，由年近
80的爷爷奶奶照看， 年仅16岁的姐姐
张玉芝不得已辍学打工， 赚钱供养弟
妹。 张法芝学习成绩优秀，在年级里名
列前茅，但现在也面临辍学之忧。

覃先生当即答应资助张法芝和他
一个弟弟的学习、 生活费用。 张法芝
一年多来收到了覃先生寄来的助学金
及爱心物资近2万元。

现在， 杨丽的助学义举影响越来
越广， 上海一家公司4名爱心人士找到
杨丽， 以自己子女的名义资助了该乡
瓦曹村、 白泥塘村8名孩子， 并承诺这
项资助可以持续到孩子大学毕业。

出慢书，慢出书

湖南日报1月31日讯（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杨菁） 日前，“文墨清华———倪
文华书法精品展”在长沙青云阁艺术馆
开幕， 展出倪文华近年创作的楷、 行、
草、隶书法作品40余件。

倪文华自13岁起临帖习书，在30多
年的学书染翰过程中，他追慕过金文秦
篆的“金石气”，心仪过汉魏唐碑的“庙
堂气”，浸润过晋韵宋意的“书卷气”，旁

涉过明清的“浪漫气”，游走在碑与帖的
两极，识阴阳之变幻，察刚柔之极地。 有
评论家认为，其不论习碑学帖，临楷挥
草，自然而然地表现出一种“文气”，流
露出一种清华静逸之象。

倪文华是中国书协会员，郴州市书
法家协会副主席，书法作品多次参加全
国书法大展并获奖。 此次展览时间至3
月6日，免费向公众开放。

“不能眼睁睁看着孩子辍学”
———“大学生村官”杨丽微信助学故事

文化视点 湖南美术出版社 《中国文化的根与魂》
研讨会举行

90后诗人玉珍
获首届“人民文学诗歌奖”

倪文华书法精品展展出

《吴哥之美》。 通讯员 摄

《百年中国艺术史》（5卷）。 通讯员 摄

1月31日， 蒋烨风景水彩画展在长沙市湘瀚画廊展出。 此次展出的30余幅作品是中南大学建筑与艺术
学院美术系主任蒋烨水彩风景画作品中的精品。 龚永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