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 投稿邮箱：732349208@qq.com

2020年5月15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曾衡林 版式编辑 李雅文周刊·悦读

湖南出版是湖南文化产业的一张闪亮名
片。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中南传媒)连续十一届
入选全国文化企业30 强，综合实力位居世界
出版企业前 10 强，高居地方出版集团榜首。
以中南传媒为代表的出版湘军，坚守出版主
业，频频打造市场爆款，2019 年前三季度，作
文、科普、艺术、传记综合板块在全国零售市场

排名第一，《乡村国是》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
程”特别奖，《中国民营经济四十年》等2本图
书入选“2018年度中国好书”，《世界佛教美术
图说大典》等7种图书获评第七届中华优秀出
版物，《大国飞跃》等3种选题入选中宣部2019
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

为推动湖南出版更加稳健前行，夯实出版
主业，按照“价值导向、专家意见、市场表现、群

众口碑、质量标准”相统一原则，经专家学者评
审、编校质量检查，由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
局组织评选的2020年一季度10种“湘版好书”
日前出炉。

为此，湘江周刊特别组织了本专版，遴选
了几部获奖图书的相关评论，旨在进一步向广
大读者推介湘版好书，也向出版湘军表达我们
的敬意。

王瑞瑞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周年，湖南电子音像出版社策划、出
版了《共和国记忆》丛书，包括《共和
国文学记忆》《共和国音乐记忆》《共
和国美术记忆》三个品种。丛书入
选了中宣部 2019 年主题出版重点
出版物选题。

《共和国记忆》遴选了新中国70
年间具有历史意义和时代特征的100
部文学作品、100首音乐作品、100件
美术作品，通过讲述作品创作背后的
故事，介绍这些作品的艺术成就、社会
影响和现实意义，反映共和国70年来
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展
现共和国70年的社会风貌、时代发展
和伟大成就。每篇文章由知名主持
人配音讲述，音源植入二维码，读者可
以扫描二维码听书。

《共和国记忆》丛书所选作品体
裁多样。《共和国文学记忆》精选的
作品，包括小说、散文、诗歌、儿童文
学、报告文学等；《共和国音乐记忆》
精选的作品，包括声乐作品、器乐作
品；《共和国美术记忆》精选的作品，
涵盖了版画、年画、国画、油画、雕
塑、壁画、漆画等艺术门类，绝大部
分是现实题材创作。这些作品体现
了对人民、对国家、对历史负责的情
怀，在新中国70年的历史发展中都
具有代表意义。

《共和国记忆》丛书所遴选的作
品，具有以下显著特点：

一是反映具有标志意义的重大
历史事件。如《高山下的花环》《第
四极：中国“蛟龙”号挑战深海》等文
学作品；《七子之歌》《北京欢迎你》
等音乐作品；《开国大典》《周恩来在
万隆会议上》等美术作品。

二是反映时代风貌，再现新中
国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如《山
乡巨变》《荔枝蜜》等文学作品；《在
希望的田野上》《春天的故事》等音
乐作品；《鞍钢的修复》《祖国万岁》
等美术作品。

三是展现社会风情，反映社会
现象。如《天山牧歌》《北京的春
节》等文学作品；《常回家看看》

《时间都去哪儿了》等音乐作品；
《泼水节——生命的赞歌》《阿诗玛》
等美术作品。

四是具有巨大社会影响，在人
民群众中具有较高认知度。如《平
凡的世界》《人民的名义》等文学作
品；《我的中国心》《十五的月亮》等
音乐作品；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

《毛主席去安源》等美术作品。
五是名家名作，在历史上具有

重要地位。如毛泽东《水调歌头·游
泳》、臧克家《有的人》等文学作品；
二胡独奏曲《赛马》、钢琴协奏曲《黄
河》等音乐作品；傅抱石、关山月《江
山如此多娇》、黄冑《洪荒风雪》等美
术作品。

六是展现榜样人物风采，如《县
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学习雷
锋好榜样》等作品。

《共和国记忆》丛书通过挖掘这
些作品背后的故事，以小切口反映
大时代，从不同侧面展现了共和国
70年来在不同历史阶段取得的伟大
成就、涌现的杰出人物、值得铭记的
重要事件，生动阐释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是新中国成立近 70 年的持
续探索得来的”这一科学道理；同
时，通过对历史的回顾，展望美好光
明的未来，激励全国人民为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共和国记忆》丛书 白烨、李
淑琴、殷双喜主编 湖南电子音像
出版社出版）

冯望山

2020 年 3 月，罗宏的《湖湘世
家：鼓磉洲罗氏》在岳麓书社出版
了。这本书是作者在鼓磉洲罗氏
家族历史中辛勤耕耘数年的成
果。继《湖南人底精神》之后，他通
过对湖湘世家具体而微的个案考
察，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让湖
湘文化的研究别开生面。

本书写作过程中，作者不仅做
了扎实的材料搜集整理工作，而且
有明确的史料辨析意识。罗宏自
谦为“业余的历史研究者”，但他有
明确的历史撰述意识。为写作此
书，他尽可能地搜集相关资料，乃
至用最原始的办法手抄家谱，最后
归档的有几十万字。

复旦大学葛兆光教授说：后人
编的历史书，你不要轻易地无条件
相信，现在的各种历史书，经过了
至少四道筛子：一是意识形态，二
是精英意识，三是道德伦理，四是
历史编纂原则。相信罗宏是基本
赞同这个说法的。他在面对既有
材料时，不是照单全收，而是时时
不忘考虑这些史料是谁写的，写给
谁看，为什么这么写。虽然是在为
家族作史，但他并没有延续儒家传
统中“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
讳”的做法，而是一切从辨析材料
出发，畅所欲言。例如，在《罗家五
世显》这一章中，他写到罗家崛起
的关键人物罗瑶，说：“诚然，罗瑶
能在英雄逐鹿的湘潭脱颖而出，富
甲湘潭乃至富甲湘中，除了大势眷
顾，必有过人魅力，可惜史料缺乏，
我们无法确知其致富之术。家谱
资料由于避讳扬善的本能，具有相
当的遮蔽性，也使人对罗瑶的富有
怀抱道德警觉。”

罗宏的写作对象鼓磉洲罗氏，
持续显望了五百余年，支脉众多，
与湖湘的其他世家存在着密切关
系。厘清罗氏家族众多知名人物
的生平，以及这个家族和其他家族
纷繁的关系网，是一项棘手的工
作。但作者抓住了关键线索，因此
思路清爽，对各种材料的使用也恰
到好处。作者在《自序》中说：“财
富、权力、文化以及联姻四大因素
的结合，是该家族持续显望的奥秘
所在。罗家名人中富豪和高官并
不突出，但文化名人，尤其是从事
教育的文化名人社会影响很大。”
在具体的写作上，他从上述四个因
素入手，证明是非常有效的。

在《罗鸿胪的书院时代》这一
章中，作者做了一份“罗典英杰弟
子群表”，罗典在教育上对湖湘政
治精英群体的第一梯队经世派群
体和第二梯队湘军群体的培育之
功，因此一目了然。作者进一步指
出：“晚清湖湘英杰的宗法组织关
系，就是推动湖湘英杰集团壮大的
一个重要因素，而对于此，学界似
乎比较忽略。”笔者相信，沿着罗宏
的思路，对湖湘世家的研究将会打
开新的局面。

作者原本在文学创作方面很
有成就，最善于捕捉人物的个性。
当他将目光转向历史时，首先注意
到的也是一个个历史人物，力图对
他们有同情的了解，不知不觉笔下
的人物也因此变得立体生动。由
于他追求历史现场感，因此经常能
发掘出前人不大注意的生态。例
如对于岳麓书院历史上担任山长
时间最久的罗典，在述及他的教育
理念时，作者有这样一番观察：严
如熤写道:“先生立教，务令学者陶
泳其天趣……晨起讲经义，暇则率
生徒看山花、听田歌，徜徉亭台池
坞之间，隐乌皮几，生徒藉草茵花，
先生随所触为指示。”细细体会，罗
典的教育风范就凸显出来了。历
史人物因此血肉丰满，历史事件也
因此活泼有趣。

（《湖湘世家：鼓磉洲罗氏》
罗宏著 岳麓书社出版）

编者按

历史不会遗忘
湖湘英烈

班永吉

《湖湘英烈故事丛书》第三
辑日前出版发行，可喜可贺。

湖南是一方红色沃土，素有
“革命摇篮、伟人故里”的美誉。
《湖湘英烈故事丛书》收录了中
宣部组织报道的《为了民族复
兴·英雄烈士谱》中，中国革命、
建设、改革时期793位英烈名单
里的 95 位（组）湘籍英烈，汇集
了英烈们珍贵的史料，具有极高
的文化品位和史学价值。

本辑书中以人物成长历程
为线索打造故事性人物小传，以
时间为序展开故事，润物无声，
形象生动，既有思想深度又通俗
易懂。书中的传主有蒋先云、罗
学瓒、柳直荀等 18 位（组）湖湘
英烈。

丛书集纳了全国党史军史
专家学者、优秀作家、新闻记者
及烈士后人等，倾情为传主立德
立言立传，确保权威性、准确性；
同时，坚持用唯物主义历史观认
识和记述历史，帮助读者鉴往知

来，为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提供
了一套有思想、有温度的参考读
物。

通过阅读这辑丛书，有以下
几点启示：

一是革命英烈的思想先进
性启示。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既
是一种品质，又是一种能力，还
是一种行为。革命英烈们思想
境界高、精神风貌好、道德修养
优，他们英勇献身的光辉事迹和
毕生奋斗的崇高精神，是共产党
员先进性的外在彰显。传播好
英烈们的先进事迹，以英烈精神
凝聚湖湘儿女的价值共识和精
神追求，一定会为书写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湖南篇章作
出新的贡献。

二是革命英烈的信仰坚定
性启示。信仰，是对主义的信任
和尊重，并将其作为自己的人生
行为准则，决定着人生发展方
向。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就是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共产党
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
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在全

社会营造纪念、缅怀、崇尚、学习
英烈的浩然正气和浓厚氛围，就
是要激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力量，并坚
定不移地为之奋斗。

三是革命英烈的精神赓续
性启示。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
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基础
上，多渠道、多介质地把革命先
辈们的英雄事迹和牺牲精神阐
述好、宣传好，汲取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接续奋斗的精神动力，
能够使革命事业薪火相传、血脉
永续。

四是革命英烈的广泛人民
性启示。英烈的人民情怀，即亲
民、爱民、为民的情怀；英烈的人
民立场，即一切为了人民的价值
取向；英烈的人民幸福观，即把
实现人民幸福作为党的奋斗目
标。在湖湘革命英烈故事中感
受共产党人的初心，从而内化为
砥砺前行、干事创业的精神力
量，激发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的责任担当。

五是革命英烈的顽强斗争

性启示。斗争精神，是我们党赢
得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和实践
原则。过去，我们党秉持斗争精
神，开启了波澜壮阔的执政生
涯，在改革开放的征程上夺取了
一个又一个胜利。新时代在前
进的新阶段将会遇到新的风险
和挑战，必须科学把握新时代斗
争精神，既要敢于斗争，勇于斗
争，又要善于斗争。

六是革命英烈的鲜明时代性
启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
时代，行进在历史的交汇点，面对
前所未有的历史境遇。丛书从创
作主题和作品内容上都体现着鲜
明的时代性，贯彻落实了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把红色资源利用好、
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
传承好”的重要指示精神，铭记红
色历史，凝聚红色力量，用湖南人
物、湖南故事、湖南精神教育人、
感染人、激励人，凝聚起建设富饶
美丽幸福新湖南的磅礴力量。

（《湖湘英烈故事丛书》第三
辑 蒋祖烜主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

任伟 林广平

连环画是中国文化特有的艺
术载体，具有独特的中国艺术魅
力，曾经是几代中国人共同的美
好回忆，在那个匮乏的年代为大
家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启迪
心灵，并种下了美和善的种子，也
让优秀传统得到了更好的弘扬。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科
技浪潮不断来袭，物质和精神日
益丰富饱满的同时，鱼龙混杂的
现象也屡见不鲜，让我们在便利
获取更多知识与信息的同时，也
面临选择的困境。2020年《读者》
在美术专题阅读上做了一些创新
和尝试，引进古今中外优秀经典
专题，尤以中国传统文化优秀经
典为重，于是有了《读者》和湖南
美术出版社在《经典中国故事绘
本》系列上的合作，读者由此可对
这套丛书有更多的理解。

该系列以传承中华传统文化
的“小人书”为蓝本，是以融合出
版方式创新传播经典故事的“新
连环画”，精选了中国近现代工笔
重彩画大家任率英先生绘制的

《白蛇传》《昭君出塞》《岳云》《将
相和》《桃花扇》《蝴蝶杯》《秋江》
和被誉为“当代工笔仕女画第一
人”王叔晖先生绘制的《西厢记》

《河伯娶妇》共9册彩色连环画作
品。这是一套集经典美术作品鉴
赏、中国传统故事新说、汉英对照
语音演播及360度全景数字画展
于一体的中华文化艺术启蒙读
物，将引导孩子们从中华民族文
化基因中获取知识、学会审美、增
长智慧和文化自信，是厚植人文

精神、涵养家国情怀，发挥守正创
新、培根铸魂作用的“中国绘本”。

绘本文字由国家一级作家汤
素兰根据新时代少年儿童阅读阶
段性心理特征和语言习惯，精心
打磨而成。

同时，邀请湖南师范大学语
言与文化研究院邓颖玲院长、余
承法教授、谢敏敏博士，外国语学
院万光荣教授等优秀资深的专家
团队，共同打造了更精更专的汉
英对照版，让绘本阅读更国际化。

该系列收录的9册连环画，大
多绘制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距
今已有半个多世纪的时光。画作
在构图与描绘上注重意境和氛围
的营造，通过具有浓厚东方传统
审美的环境，烘托人物神态和故
事情节的变化与发展，艺术感染
力强。在精谨的线描基础上熟练
地运用工笔重彩绘画技法，画面
颜色丰富多彩又协调统一，给人
以美的享受。

记忆中64开的“小人书”变成
了16开的“大绘本”，这诚然是出
版社为适应现代少年儿童的心理
与认知发展特点、阅读偏好，为激
发孩子们的阅读兴趣而做的变
更，但对于连环画的忠实拥趸而
言，这不仅满足了那个年代特有
的情怀，也让细节的欣赏和玩味
变得更动人。

作为融媒读物，这套绘本最
大亮点是：读者不仅可以扫码听
汉英双语故事，还可以看数字画
展。不仅能聆听优秀的播音主持
对经典故事声情并茂的演绎，还
能扫码观看 360 度全景数字画
展，如身临其境。这种多维阅读
体验是难得的，也更能丰富和拓
展读者的观感。

《经典中国故事绘本》的出
版，让这些凝结着深厚历史、文
化、艺术价值的名家名作出新、出
彩，焕发新的艺术生命，走向更广
阔的天地，这也是它的出版价值
和社会意义所在。

（《经典中国故事绘本》任
率英、王叔晖绘画 汤素兰改编
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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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凯峰

《伤寒杂病论》为东汉医圣张
仲景所著，为中医学第一部辨证
论治专书，位列中医四大经典之
一。《伤寒杂病论》本为一书，后世
分为两部：《伤寒论》与《金匮要
略》。相较于《伤寒论》，《金匮要
略》条文前后不一致地方较多，行
文有别，给学习该书造成很大困
扰。今有幸拜读刘希彦先生大作

《大医至简——刘希彦解读金匮
要略》，条分缕析，言简而意深，于
纷繁处抽绎先贤之书，发其端绪
之未竟者，收获颇多。

刘希彦先生在解读《金匮要
略》时，严守仲景语境，不蔓不枝，
大道至简，直取仲景理论的核心，
阐释仲景述“证”和组方用药规
律。在著作中，作者提出，“证”实
为人体与疾病对抗和僵持的证
据，证又分为阴阳，阴阳是人体整
体的能量。其中阳证为人体对疾
病抵抗产生的亢盛的反应；阴证
为人体对疾病产生虚衰的反应，
两者差别来自于人体津血能量的
多少，因此人体能量的变化反映
了阴阳两种不同状态。阴阳配合
表、里及半表半里，即成六经辨
证。该理论发前人所未发，对于
探寻仲景所论证候实质，启发学
习者认识仲景学说的本质具有重
要意义。

如在论述《金匮要略·痉湿暍
病脉证治第二》条文“病者身热足
寒，颈项强急，恶寒，时头热，面赤
目赤，独头动摇，卒口噤，背反张
者，痉病也。若发其汗，其脉如
蛇。”作者提出“身热”，是人体调
集能量从表排邪，能量往上往外
调动，脚就凉了，是津液虚的征
象；而“颈项强急”则为局部能量
不足，津液虚的反应；“卒口噤，背

反张”是严重的痉病，是因为热证
在短时间内消耗津液更快所致。
这些阐释明确指出了貌似没有关
联的症后面的本源，其实是津液
问题；并且提出一个理解证候症
状本质的原则：用能量的思维去
觉知人体。这种认识证候本质的
方法，将复杂的问题简化，理论新
颖，易于掌握。

对于理解仲景用药，作者提
出用能量思维来觉知，分析病机，
辨析人体的排病势能和走向，依
据顺势而为的原则去遣方用药，
治疗疾病。如表实无汗的太阳病
合痉病，用葛根汤方，葛根能滋养
津液，具上行之性；里有瘀堵的阳
明病合痉病，用大承气汤。作者
从能量角度解释用药规律与趋
向，使读者从全新角度理解并掌
握仲景用药规律及用药方法。

《金匮要略》原著所论病证形
散，行文简略，给学习者深入理解
条文及用药规律带来了很大困
难。在用统一语境阐释条文过程
中，刘希彦先生常将同类主症所
用不同方剂列于一处进行比较，
用对比方法分析其病机不同，辨
析各方剂适应证候及用药变化规
律。

在理论阐释之余，作者还收
集大量医案附于方证阐释之后。
这些医案既有古今名家医案，也
有作者自己临床使用经方经验总
结。在理论阐释之余，证之以临
床验案，示人以法，使读者直观认
识到临床用药方法及变化规律。

开卷有益。一本好书，可以
开拓视野，使人融会新知。刘希
彦先生所著《大医至简——刘希
彦解读金匮要略》，以创新的理论
阐释证候实质及仲景用药规律，
以至简之言明至深之理，其义深
远，实为研读《金匮要略》乃至《伤
寒论》不可多得之佳作。

（《大医至简——刘希彦解读
金匮要略》刘希彦著 湖南科学
技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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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湘版好书

——湖南省全民阅读办公室主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