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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子晚报》 记者王赟绘声绘色地描写了这场活
动：“卡萨尼诺”“跪求再版”——“太多好书，出了一次
就成绝版！跪求好书，各大出版社，跪求它们再版再版再
版啊！”大批资深书虫纷纷晒出自己心仪的书，不到一个
月，就有近千网友参与，晒出未再版的书籍封面近600张。

网友“Hypereach”没有上传 《博尔赫斯全集》 书封面，
而是简单有力地给出了四个字——“必须再版”。十几个网友
立马站队支持，“感觉博尔赫斯全集的再版是每年出版市场上
的大谣言”、“在我购书单里躺了几年，从来就没有过现
货”、 “这个不能赞同更多！”

“求再版”声音最大的还是文学类书籍。除了《博尔赫斯
全集》，还有余阿勋译的三岛由纪夫《春雪》、兰波散文诗全
集《地狱一季》、余光中的译本《理想丈夫与不可儿戏——
王尔德的两出喜剧》、琦君的 《三更有梦书当枕》等也支
持者众多。

百万在销书难解“书荒”

这场“绝版好书求再版”的活动，实质上形
成了一次好书共享。让人感触最深的，就是爱书
人对好书的深情。这种感情，既因为那些书经
历了时光的淘洗，越发珠圆玉润；还因为它们
与某一段难忘的生活尤其是青
春岁月有关，勾起了美好的回
忆。

晒书带来的一个困惑就
是“好书荒”。在百度打出
“求好书”三个字，会看到
很多帖子，发帖者盼推荐触
动 心 灵 、 带 来 思 考 的 好
书，怕被垃圾书浪费了时
间和金钱。这是一件看似
荒诞的事情，每年新出图
书二三十万本，在市面销
售的书有 100多万本，却有
很多人闹书荒！问题出在哪
里？

一是出版社跟风出版，类
型书成堆，真正有独特价值、耐读、经得起时
间考验的不多。

二是书海茫茫，谁都不可能一花一叶地辨
识，只能根据书评盲人摸象。而很多书评学术
意味极强，如隔山打牛，令读者感到隔膜。

每个人对“好书”的定义都不同。人的生活
经历、学识修养、知识储备不同，读书的目的不
同，思考问题的维度就不同。甚至一个人在不同
生命阶段的品位、爱好也不同，因为思想深度和

文 字 审
美力总是在递

增的。《哈利·波特》会
令多少自命深邃的读者不屑

啊！年轻时你或许爱读 《山楂树之
恋》，为永不回来的爱情痛哭；年纪
稍长，你更乐于欣赏 《万历十五年》
的思想性、《时间简史》的深奥、《苏菲
的世界》的哲学意味。《罪与罚》、《沉思
录》和《青春之歌》是同一个味道吗？很
难想象它们共存在一张个人荐书单上。

所以，那种来自读者本身，由衷真诚
抒发对某本书喜爱的文字就成为一种可靠的
借鉴。因为他的文化层面和个性趣味都反映
在文字当中，能让相近的人知道这是不是自己
的那盘菜。

小众图书需要数字出版

虽然每年的畅销书榜都很热闹，但昔日很多难
以忘怀的好书却寂寞无主，时间长了，兴许真的就

被尘封遗忘，下一代读者再也看不
到了。

“卡萨尼诺”名叫高翔，是一位
25 岁的图书编辑。他看到一些过去出
版的好书因各种原因难觅踪影，于是
和同事们商量做此活动，希望推动好书

“再生”。他特别想“求再版”的是聂华苓
长篇小说《桑青与桃红》。

爱书人对文字的感觉是敏锐和挑剔
的。如果一本外国经典你读着没感觉，很
大可能是选错版本了。读过草婴翻译的

《战争与和平》、王道乾翻译的《情人》、诗人
穆旦翻译的《拜伦抒情诗精选集》，再读其他
版本，很可能如饮白水，毫无滋味，或者感到
分外晦涩枯燥。

但必须看到，绝版好书虽然是好书，却
多是小众读物，出版社开机就是数万元的成本，再版卖得不
好很可能会亏本，这也是它们变成“绝版”的原因。好在科
技发展使按需出版成为可能。只要出版社依然拥有旧版书的
版权，喜欢的读者只要支付比书价稍高的版权费加打印费，
就能满足夙愿。

好书，是先贤思想智慧的积淀，对于雕琢人类的灵魂有
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最适合引导后来人走进阅读空间。如何
让读者遇到“好书”？我们的图书策划、出版、评论各方面，
都有很多的事情可做。

3 月 13 日，日本两大发行公司
东贩和日贩连续第六次分别向日本侨
报社发来订单，订购中国经济学家、清
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的代表作

《中国：创新绿色发展》（中文版由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日文版。最近，侨报社
甚至将咏叹中国工农红军伟大历程的长诗

《长征史诗》 翻译成日文出版，让人担心能否
盈利。

日本侨报社总编辑段跃中文质彬彬，笑容
真诚，长得显年轻，望之如三十许人。他原是

《中国青年报》 记者，1991 年赴日留学，1996 年
创办 《日本侨报》，其主编的 《日本侨报电子周
刊》 曾获 2006 年度日本十大新闻类电子杂志提
名。1998年侨报社开始书籍出版，至今已出版 260
多本促进中日理解的书籍，包括 《在日中国人大
全》、《人民币读本》、《新结婚时代》等。

从 2000年起，日本侨报社每年 8月 15日都要推
出一本反战书籍，先后翻译出版了 《我认识的美国
兵》、《一个人的抗战》、《日本新历史教科书批判》
等。2007 年起，侨报社每年邀请几十位日本译者从

《人民日报》精选最能反映一年来中国发展变化的60
篇文章翻译，加上图片、短评，编成 《必读，有趣
的中国》，为日本民众提供了认识中国的客观素材。
一些日本企业甚至将该书作为培训员工的辅助教
材。2008 年出版的 《35 号投手温家宝》，因再现了
温家宝访日“融冰之旅”的感人一幕而大受关注，
又译成中文出版。因为出版的种类、发行量以及

影响力，侨报社在日本3000余家出版社中已排入前600名。
段跃中说，我们的书主要是向日本研究者提供中国的信息，几乎不

怎么赚钱。现在的中国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的发展正受到世
界越来越多的关注，用日语出版中国学者的新书、向日本朋友介绍中
国的发展方向，用书籍影响日本主流社会，开展公共外交，很有意
义。因痛感翻译人才的欠缺，2008年，日本侨报社创办了日中翻译

学院，培养精通中文和
日语的双语人才，特
别是中文日译的高
级人才。它创办
的“汉语角”已
推广至日本
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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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阳初1890年出生在四川省巴中一个书香
家庭。1916年赴美国耶鲁大学留学。1918年作
为志愿者，为在法国工作的 5000 华工做翻译、
代写书信、跑腿买东西。他发现这些人不愚笨
也不粗鲁，只是没机会接受教育。他创办华工
识字班，编了本通俗易懂的识字小册子。一年
后，38%的华工能自己写家信、读懂他办的

《华工周报》。一位华工写信说《华工周报》卖
得过于便宜，担心维持不了多久，他愿意把省
吃俭用存下的 300法郎送给晏阳初。这封信让
晏阳初获得了巨大的力量与感动。

1920年，晏阳初回到中国。彼时的中国，
有 85%的民众不识字，这个沉痛的现实，坚定
了他的信念。1923 年，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
会在北京成立。晏阳初选择定县作为试验
点，推行包括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
育、公民教育在内的乡村教育，开办农民学
校，教村民识字认词，进行农业技术改良，
创办农民报，建立广播电台等。这一模式进
入官方视野，1930 年，国民政府首次将民众
教育列入法律。

1949年，晏阳初赴美定居，中国的平民教

育随即被全世界认识。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所倡导的基本
教育计划，即渊源于晏阳初
的平民教育。美国国会曾通
过总金额为 2.75亿美元的“晏
阳初条款”议案，这是美国国
会历史上第一次由一个外籍
人士促使通过拨款议案。上
世纪60年代，晏阳初在菲律宾
成立“国际乡村改造学院”。
他 因 他 的 教 育 理 念 被 称 为

“国际平民教育之父”。

——摘自《百年海归 创
新中国》（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国海归群体做了一个半世纪
的强国梦，他们敢为人先，引
领时代潮流，在诸多领域成为
中国第一人。本书为欧美同学
会建会百年献礼图书，不仅以
人物串起海归史，还折射出中
国百年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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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处的是什么样的时
代？信息安全成为研发热点、
人造器官开发加快、高分子材
料取得系列突破、主力能源朝
清洁方向发展、空间探测拓展
人类活动范围、3D打印渗透多
个制造领域、快速节能成为轨
道交通重心……2013年，国际上在信息、生物、能源、
材料诸多研究方面突飞猛进，展示了奇特的前景。我
国科技界该怎样确立未来10～15年的发展图景？针
对公众关注的科学热点，如大气灰霾、土壤重金属污
染、页岩气的勘探开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政府应当

做出怎样的安排？
这一切，在两会后中国

科学院隆重发布的“2014
中国科学院科学与社会系
列报告”（包括《科学发展
报告》、《高技术发展报
告》 和《中国可持续发展

战略报告》，科学出版社出版）中可以找出答
案。此系列迄今已连续出版 17 周年，逐年总结
国内外的科研成就、中国面临的科技和社会难
点，给出了系统完整的图景描述，详实记录了中
国道路的发展历程。 （赵静荣）

我们所处
的时代

新版《法国》迎中法建交五十周年新版《法国》迎中法建交五十周年

木之就规矩，在梓匠轮舆。人之能为人，由腹有诗
书。诗书勤乃有，不勤腹空虚。欲知学之力，贤愚同一
初。

——韩愈《符读书城南》 李少青书

书法家简介：李少青，号少卿，字佐城，男，汉
族，1964 年 4 月生于北京，现任外交部离退休干部局副
局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央国家机关书法家协会

副主席、外交部书画协会副会长、外交部诗词协会副会长、中国诗书画研
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北京市书法家协
会会员、中国书画收藏家协会会员。198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国语言文
学系后进入新华社。1994年调入外交部。

他自幼喜爱书画，6 岁时在其父李铎先生的指导下临习欧体书
法。近年研习行书、草书、榜书，遍览古今书法名人碑帖及作品，
尤喜李铎先生书体，并认真研习二王、怀素、王铎等古代名家碑
帖。多次参加中央国家机关书画展、外交部等部委书画展及各类
笔会。作品被收入书画作品集，并为钓鱼台国宾馆、驻外使
馆、中华慈善总会等机构和个人收藏。2014年3月应邀为阿尔
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的中阿友谊园题写匾额《思源亭》。

这几年，让我不胜其烦的，是莫名其妙的忙碌。有人
说，忙碌是好事，可以不致空虚无聊。而我恰恰相反，越
忙越觉得若有所失，越忙越感到生命的虚度。虚度虚
度，惊起满腔思绪。

对于忙碌的矫正，我习惯做的一件事，是理书。
开始认真聚书，大概是在1997年，那时我有了工

作，手头忽然滋润起来，有事没事便往书店跑。时至
今日，书橱里攒到了2000本上下。

我的书房约有 12 平方米，6 年前刚搬进来的
时候，我在一面墙上做满了顶天立地的书橱。对
于藏书而言，两三千册书显然不算多，可是相对
于我的书房，它已经显得不算少了。特别是因
为我偷懒，新购的书、随时抽出来读的书都任
意放在那里，天长日久就显得有些乱，有些多
了。

书慢慢多起来后，整理是一门常课。我希
望无论书多到什么程度，都要让它在我的视野
之内，就是我能清楚地看见它。因为一旦它远
离我的视线，我就很容易忘记它。

我的书以文史类为主，掺杂着部分政
治、经济类著作。但分类是一门可以无限
细也可以无限粗的学问，即使是我这么小的
范围，也是一个宏大的世界。整理起来，要
分出古代文学、现代文学，中国文学、外国
文学，又需分出小说和散文，诗歌与小品，
的确有些麻烦。但是不作此类细活，取用的
时候就会麻烦。在那么密密麻麻的书堆里，
或者说在那么多人头攒动的人群中，你怎么能
一下子就叫出林语堂？林语堂名气大还好点，
要是什么章衣萍、朱生豪，一下子如何找得
到、叫得应？

如果不加整理，书多至 1000 册，家里就会
乱作一团。但经过精心的整理，即使2000册，好
像也不显山露水，也就那么几架子。一边理书一
边会明白很多道理，比如，买书不是批发农副产

品，需要慢慢去淘，只有那样才能聚到好书。再
如，书不是装潢材料，是用来读的，必须好读而不

是好看。读了兴奋，难以忘怀，就是好书。书也不是
越多越好，每个人终其一生，也不过就能读两三千册
书，而能读上两三百册传世经典，也不枉读书人称谓
了。等等。

坐在书房的窗前，看着整理得井井有条的几架子
书，真是一种享受。只是目光所至，忽然看见一些久
未造访的老朋友，总会起一点歉疚和自责。

理书记
熊亮芬

中法建交 50 周年之际，经作者最新修订的 《法
国》 第 3 版正式发行。这是“列国志”丛书修订版发
行的首部。该书对法国的政治、历史、经济、文化等
方面，特别是经久不衰软的实力进行了立体全面描
述。

“列国志”项目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
课题、国家“十二五”重点出版规划项目。该项目自
1998 年立项，截至目前，共出版 144 卷，涵盖世界五
大洲 163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成为中国出版史上第一
套百科全书式的大型国际知识参考书，被誉为“21世
纪的 《海国图志》 ”。考虑到当今国际形势风云变
幻，国家发展日新月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全面启
动了“新版列国志”编撰出版工作，还开通运行了

“列国志”的数据库。 （任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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