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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
新闻出版广电局、顺义区政府联
合主办的第十五届北京国际图书
节，8月 23日至 27日在中国国际
展览中心 （顺义新馆） 与第二十
四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同场同
时举办，共同为迎接党的十九大
召开营造良好文化氛围。它是国
内唯一被批准由地方举办的国际
图书盛会。

图书节主会场设立在 E3 馆，
展览面积达 1.26 万平方米，共设
置14个展区，展出中外出版物近
5 万种，举办各类阅读推广活动
100 多场。分会场由西单图书大
厦、王府井书店、中关村图书大
厦、亚运村图书大厦和字里行
间、雨枫书馆、甲骨文等特色实
体书店组成，还特别设立承德分
会场。

唱响主旋律

“喜迎十九大 浓墨颂辉煌”
主题展区内集中展出 《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习近平
谈治国理政》《习近平讲故事》等
习近平总书记著作和系列重要讲
话读本；纪念建军90周年的《魂
兮 归 来》《中 国 战 争 史 （共 七
卷）》等图书；“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方面的 《做最
好的党员》《中国共产党党性教育
手册 （共七卷）》 等图书以及

“一带一路”主题图书系列。本届
图书节将继续倾力打造“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出版高峰论坛，加
大出版合作在“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政府和民间交往。

推动创新融合

图书节紧盯新技术前沿和发
展趋势，邀请北京科技出版社、
掌阅、京东、龙源期刊、启迪数
字天下等优秀企业，展示出版融
合新理念、新技术、新成果、新
经验，为提高新闻出版业的影响
力、传播力和竞争力搭建好交流
合作的平台。

图书节将首设数字体验互动
（AR/VR） 展 区 ， 全 面 引 入
AR、VR 数字化形式进行立体、
互动展示，以图书及其衍生内
容、虚拟现实相关数字体验为展
现形式，展示全息展示、VR 宣
教 互 动 、 AR 书 籍 、 经 典 IP 动
漫、情境教育、数字娱乐互动、
红色 VR 游戏等内容。同时，在
展区举办“R+全息世界”、《猫村
总动员》 动漫剧，“当图书遇到

VR”“图书 IP的市场延展”主题
沙龙等。

古风古韵嘉年华

图书节继续倾力打造“中华
古籍特展”这一品牌活动，集中
展示涵盖隋、宋、元、明、清、
民国各朝代的近百部具有代表性
的古籍文献珍品，给专家学者提
供研究交流契机，激发观众对中
华传统文化的兴趣。今年还将展
出 60-80 件套“金漆镶嵌、花丝
镶嵌、景泰蓝、牙雕、玉雕、雕
漆、京绣、宫毯”等燕京八绝，
给观众直观的传统文化体验。数
字出版体验区的承办单位掌阅会
举办一系列线下体验活动，展示
文字之美、汉服之美、团扇之
美、诗歌之美。

在阅读体验展区，京东商城
以“京东带你去阅读”为主题，设置
不同的阅读场景、儿童阅读体验专
区和以阅读、儿童教育、科普等为
主的专题讲座；外语教学与研究出
版社设置了国际经典童书插画展、

“阅读彩虹衣”儿童创意绘画比赛
作品展、校园优秀英文戏剧展
演、儿童科普主题展、经典绘本
场景再现等精彩活动。

如今，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希
望通过阅读中国图书了解中国文
化。日前于山东济南举行的首届

“一带一路”图书版权贸易洽谈会
上，来自35个国家的96家国外出
版机构共签订 240 余种图书的版
权协议，其中，输出 220 余种、
引进20余种。

本届版贸会由山东出版集团
有限公司主办，以“书香一带一
路，文化交汇融通”为主题，旨
在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文化交流互鉴，推动中国出版

“走出去”。会上，山东人民出版
社与德国、捷克、印度等国家的
出版机构签订了“汉字画 话汉
字”系列等92种图书的版权输出
协议；山东教育出版社与国外出
版社签订了《文明基因——孝诚
爱》英语版、《儒家文化大众读本》
越南语版等图书的出版协议；山东
画报出版社与德国、匈牙利两国的
出版社签署了《中国民间孤本年画
精萃·神圣仙佛》（匈牙利语版）
等11种图书的版权输出合同；明

天出版社与德国、澳大利亚等多
国出版机构签订了 《寻找鱼王》

《曹文轩纯美绘本》 等 49 种图书
版权输出协议。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
文化了解的诉求十分强烈。此次
版贸会上，来自“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的参展商达58家。山东出版
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告诉记
者，“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
别是阿拉伯语国家的人民对中国
文化、中国故事非常感兴趣，这
对出版界来说是一次机会。

阿联酋出版家贾麦勒-夏西
对记者说，如今，中国制造充斥
阿国市场，但阿国图书馆和书店
中的中国书很少。他们非常需要
从各方面了解中国，无论是中国
经济的腾飞，还是中国的文化、
佛教道教等，阿语世界的人只知
道一点点皮毛，不知道细节。中
国作品从中文直接翻译成阿拉伯
语的很少，大多从英文转译，丢
掉了很多文化中原有的意义。“我
们想从中国获得直接的消息源，
想看到更多的直译书。”

为破解文化走出去面临的翻
译难题，版贸会期间还举办了以

“文学与翻译”为主题的第三届尼
山国际讲坛。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
长周慧琳表示，希望更多的汉学
家、翻译家感受到中国取得的巨
大成就，通过翻译之笔向世界展
示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
国。美国特拉华大学终身教授、
翻译家陈建国翻译了很多传统经
典作品。他认为，中国经典文学
翻译要做到信达雅，最关键的就
是要克服时间差异，搞清楚自己
译作的读者群。

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

人民军队来自人民，人民军队官兵
所做的一切、所有的自我牺牲，都是为
了人民的利益。

《张思德》 是 《100位为新中国成立
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传记》 丛
书之一，2011 年 4 月由吉林文史出版社
出版。从“苦难的童年”“机智勇敢的
少先队长”到“参加红军”“苏区保卫
战”“强渡嘉陵江”，再到“冒死尝百
草”，我们看到张思德的成长战斗经
历。1944 年，组织派他到安塞县烧木
炭，炭窑崩塌，张思德不幸牺牲。

张思德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普
通的战士。他在平凡的工作中，兢兢业
业、吃苦耐劳、服从革命需要、认真负
责完成任务、不计较个人得失，体现出
不平凡的自我牺牲、忘我奉献精神。
1944 年 9 月 8 日，在追悼张思德大会
上，毛泽东发表 《为人民服务》 演讲，
赞扬“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
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从
此，张思德的形象成了为人民服务的代
名词，成了激发全社会奋发向上的精神
动力和永远不变的行为准则。

“为了新中国，冲啊！”

英雄董存瑞的故事，为我们阐释了
人民军队在无数次生死考验中孕育的英
勇品格……

2016 年 9 月，群众出版社出版由白
东升所著的 《英雄董存瑞》 一书，为我
们勾勒了英雄的短暂的一生。其中描写
董存瑞惊天地泣鬼神“擎天壮举”一
节，强烈撞击着我们的心怀：在解放隆
化的战斗中，董存瑞夹着炸药包冒着枪
林弹雨冲到桥下，可是，找不到支撑
点，炸药包无处安放。总攻的冲锋号已
经吹响，桥上暗堡里的机枪喷射出罪恶
的毒焰，无数勇士倒在前进的路上……
董存瑞毅然大步跨到桥底中央，昂首挺
胸，左手将炸药包高高擎起，右手猛拉
导火索：“为了新中国，冲啊！”董存瑞
手托炸药包的伟大形象，永远定格在人
民解放军光荣的历史之中。

1950 年 9 月，董存瑞被追认为全国
战斗英雄。随后，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了《董存瑞的故事》。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毛泽东曾经说：“我赞成这样的口
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连

死都不怕的军队，还有什么
可以畏惧的？这是无数战斗
英雄，以血肉之躯铺就的一
条从未断裂的精神脉络。

黄继光从小为地主老财
当牛做马，在翻身解放做了
主人后，他毅然参军入伍。
1951 年 3 月，黄继光参加中
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
程芬编著的 《黄继光：无所
畏惧的钢铁身躯》（百花文
艺出版社出版），把我们带回到 55 年前
弹雨纷飞的朝鲜战场。在著名的上甘岭
战役中，部队命令天亮前必须拿下零号
高地。离天亮只有40分钟了，敌人的火
力点以密集的火网封锁了突击队前进的
道路。黄继光和另外两名战士炸掉了敌
人两个火力点，但最后一个地堡里的机
枪仍在疯狂地扫射，冲锋的时刻就要到
了，已 7 处负伤的黄继光从血泊中一跃
而起，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堵住了敌人机
枪的射孔……

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1949年 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
期，人民解放军秉承风雨九十年铸造的

“红色基因”，在平凡伟大的革命建设时
代，继续光大着人民军队的精神。

上世纪 60 年代，一位“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为了人民的事业无私奉献”的
英雄人物，成为那个时代的代表。他，就
是平凡而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
锋。雷锋，在短暂22年的人生中，把远
大的理想和日常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体
现出社会主义一代新人的高尚情操，铸
就了伟大的雷锋精神。

雷锋生前和牺牲后，有多种记叙歌
颂雷锋事迹的图书出版。笔者曾阅读过
由部队文艺工作者胡世宗和雷锋的战友
陈广生合著、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
篇传记文学 《雷锋》，主要叙写了雷锋
从16岁到22岁这段短暂而重要的人生旅
程，把一个才华出众、激情如火、具有
强烈的理想色彩和坚强毅力的雷锋形象
呈现在我们读者面前，具有鲜明的时代
感和可读性。

我们熟悉的 《雷锋日记》，记录了
雷锋的追求、信念、情怀和操守。“对
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
像夏天一样的火热”，让我们懂得了什
么是对人民的“大爱”；“人的生命是有
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

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
服务之中去”，我们读懂了雷锋精神的
核心思想。《雷锋日记》 历经几十载，
一再出版，红遍中国，成为影响中国人
半个世纪的“宣言书”。

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1968 年 11 月 18 日清晨，欧阳海所
在部队野营训练沿铁路行军，行至湖南
省衡山车站南峡谷时，满载旅客北上的
288 次列车迎面急驶而来，驮着炮架的
一匹军马猛然受惊，窜上铁道，横立双
轨之间，就在火车与惊马将要相撞的危
急时刻，欧阳海奋不顾身，跃上铁路，
拼尽全力将军马推出轨道，避免了一场
列车脱轨的严重事故，保住了旅客的生
命和人民财产的安全，欧阳海却被卷入
列车下壮烈牺牲，年仅23岁……

“英雄——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在
决定性关头做了为人类社会的利益所需
要做的事。”欧阳海，是继雷锋之后在
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所大学校里涌现出的
又一名共产主义战士，他的英雄壮举震
撼了全国人民的心灵。时任广州军区战
士话剧团创作员的军旅作家金敬迈，经
过采访，仅用28天即完成了30万字的长
篇纪实小说 《欧阳海之歌》，创下 3000
万册的发行量，成为一代人的红色阅读
记忆。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
染红了她；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
生命开鲜花。”这些英雄诞生在不同的
时代，历经不同的战斗岁月，但他们在
无数次生死考验和艰难挑战中呈现出的
英雄主义精神却是如此相似。

这是一条贯穿年轮的红色血脉，这
是一代代人民军队官兵用生命和鲜血共
同融汇的精神底色。这种英雄主义品
格，已经成为我们民族精神记忆的一部
分，被深深镌刻进共和国史、革命史和
军史的“红色基因”之中……

手帖，缘自魏晋，指文人间手写
的短笺。既为书信，当自隐秘、率
性。较之一般古文，也不讲结构、章
法，乃至词句，倒显直截明了。

手帖因书法之绝而传承，作临摹
用却是后事了。唐太宗痴醉于南朝手
帖，不惜倾朝堂之力搜寻，因写于绢纸
的字不易保存，恐年久损坏，便命当时
的书法名家临摹。摹，轮廓逼真，却极
难传达笔势与韵味；临，忠于原帖笔
意，却会带入临者自己的风格。无论
摹还是临，都会影响手帖的特质。

唐太宗此举使手帖的使命从书信
转型到了字帖。在新作《手帖：南朝
岁月》（九州出版社出版） 中，美学
学者蒋勋认为，手帖不只是书法，还
是洞澈、明净的小品。追溯魏晋风
流，总去翻阅 《世说新语》《晋书》
等纯文字读本是不够的，手帖中也能
窥见南朝人的遥远故事以及一个时代
的人文精神。蒋勋以手帖为切入点观
照一个时代，可谓鲜罕大胆。

手帖大多是些不经修饰的生活
事。如 《平复帖》，共 84 字，草隶
书，笔意婉转，风格质朴，叹友人彦

先壮年患疾，恐难痊愈，所幸有子承
伴，感慨人生无常之憾。本帖原创曾
受争议，目下公认为陆机。陆机乃东
吴丞相陆逊之孙，于一次兵败中，遭
到小人报复，被株连三族，留下了凄
惨 悲 壮 的 “ 华 亭 鹤 唳 ， 岂 可 复 闻
乎”。文与字皆能映射创作者的心
声。诚如蒋勋所说：“这封手贴把死
亡的沉寂与燃烧的热烫火焰一起写进
了书法。”

五胡乱华，一个政权迭起的年
代。生灵涂炭，人性被摧毁。王门28
人墨迹汇总的 《万岁通天帖》（传至
宋代只剩7人10帖） 就揭示了那个惨
绝人寰的时代悲剧。王羲之的《姨母
帖》 说：“顷遘姨母哀，哀痛摧剥

胜。”活现一个家族在战乱中对生命
幻灭无常的痛哀，正同王徽之的《新
月帖》所讲的那个在新年里无所依恃
而死去的女子。《丧乱帖》 讲北方家
乡祖坟被刨挖，王羲之直抒胸臆：

“ 痛 贯 心 肝 ， 痛 当 奈 何 ， 奈 何 ！”
“痛”与“奈何”是他手帖中用得最
频繁的字。其次是“力不次”，常用
在结尾处，意为因疲倦、无力，不想
说了。

五胡乱华，一个气韵天成的年
代。一批批人物通过自我觉醒，创造
了人性的辉煌与璀璨的文化。魏晋名
士蔑视礼法、目空一切的做法，广被
重视、赞颂，坦白说，我一直十分不
解，品读完《手帖：南朝岁月》或许

才明白了几分。记起曾有人如此评论
那些有个性的、夸张的生命体：“当
生命的长度不能再增加时，不妨试着
去拓展生命的宽度。”

《万岁通天帖》 不仅见证了一个
乱世的起伏，也记录了王氏家族从东
晋到唐朝这三四百年间的书法风格的
演变，这时期人才辈出，书法传承一
直不曾中断。或许，正是因为这些手
帖传递出了薪火不息的大美信念。

《十七帖》 是王羲之的草书代表
作，长一丈二尺，一百零七行，九百
四十三字。这也是一部汇帖，共二十
八帖，以第一帖开头的“十七”二字
而得名。蒋勋并没有单就手帖来著
述，本辑中许多文化随笔也颇让人震
撼，如反映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的

《王谢堂前》，使一个被美化的、浪漫
化的王谢世家也充满了伧俗又活泼的
市井气；《小津》 讲手帖对日本文化
的影响，蒋勋将小津安二郎所导演的
几部重要影片的风格路数与手帖对应
起来。《积雪凝寒》《榜书》中，也都
融入了蒋勋沉淀大半辈子的美学素养
和价值观。

不 得 不 提 一 篇 特 写 《永 和 九
年》。东晋殷浩以蛰居墓地十年研究
学问及“我与我，周旋久。宁做我”
而闻名于当世。但后来决定入仕做
官，并于永和九年约王羲之共事，王
羲之写 《王羲之报殷浩书》 婉拒，

“宇宙虽广，自容何所”。只可惜殷浩
并没有听进去，结果领军失败，落入
政治陷阱，永世不得翻身。反观王羲
之，在这一年写下了长留于世的《兰
亭序》。

南朝已远逝，唯手帖传世。每一
幅字不多，反复练习，反复吟读。不
光为纪念南朝岁月，更为纪念乱世中
一个个活出自我的人物。他们身处充
斥着折辱、苦难的困境中，依旧能够

“仰观宇宙之大”，看流云舒卷。手帖
墨迹斑斑，古朴沉香，为美作下了永
恒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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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谈会全景 曹清雅摄

锻造英雄精神的熔炉锻造英雄精神的熔炉
□ 杜 浩

铁血熔铸九十年（七）

90年风雨征程，
人民军队不仅解放了
全中国，并承担起保
卫祖国的重任，还用
生命和鲜血锻造出忠
于党和国家、勇于牺
牲、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军魂”。这精
神，融入了革命文化
和社会主义文化中。

手帖里的南朝风流
□ 江泽涵

◥《平复帖》
◤《姨母帖》
◥《平复帖》
◤《姨母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