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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图书出版如今已迎来繁荣
发展的时期，但却存在着有高度无
高峰的现象。“中国好书”评选的意
义就在于寻找高峰，发挥高峰引领
作用。该活动对于促进中国出版以
及思想文化创作有着重要意义，也
对全民阅读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和
文化推动价值。

每月“中国好书”推选都会从
思想深度、文化品质、市场价值、
社会影响等多个维度进行综合考
量，重点推荐反映当前社会热点、
适合中国读者阅读趣味、传达社会
正能量、具有较高艺术与科学水准
的精品原创图书。

9 月，又一次披沙拣金的评选，
10本月榜“中国好书”重磅推出。

主题出版类：聚焦历史感、时
代感作品

《大国军魂》（王诗敏 潘庆华主
撰，江西高校出版社），一部全景式
展现中国人民解放军精神成长史的
著作，献礼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
周年。全书回顾和展望了人民解放
军在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过程
中建立的不可磨灭的卓越功勋，让
广大读者进一步了解人民军队壮大
的非凡历程和对维护国家主权、维
护世界和平不可替代的作用，触摸
到滚烫的大国军魂。

人文社科类：直面历史真相、
聚焦中国问题、弘扬传统文化

《东京审判：为了世界和平》
（程兆奇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以全面、客观的法理依据和国际视
角阐述了这一世界级审判从法庭成
立、管辖权之争，直至罪行审理、
判决量刑过程中各方的持续博弈。
全书最大特点是“让历史说话，用
史实发言”完整地勾勒出东京审判
历史事件。

《读懂中国经济》（蔡昉著，中

信出版社），“大”家写“小”书，
让经济专家为你拨开迷雾，解读中
国经济。全书回顾和审视了中国近
40 年改革开放历程，对如何认识中
国经济奇迹和发展阶段以及海外对
中国经济存在的认知误区进行了深
刻分析。

《国粹：人文传承书》（王充闾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感受《国粹》的雅
韵和气度，体味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
与魅力。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
让我们在守住中华国粹的同时，又

能在当今世界知晓未来方向。
《五百年来王阳明》（郦波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王阳明的心学是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也是增强
中国人文化自信的切入点之一。一
本深入浅出的王阳明传记，讲述了
王阳明在千磨万击的人生困厄中创
建心学的历程，突出了心学创立的3
个节点和阶段，并对其意义展开了
卓有见地的阐发。

艺术类：品中国艺术之美，感
中国艺术之魅

《中国画学精读与析要》（周积
寅著，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中国
画艺术千百年来已深深渗透在中国
人的文化血脉中，她已成为中国人
割舍不断、代代传承的文化情结。
中国画独特的艺术魅力和人文情

怀，从古至今，韵味无穷。中国画
学大师周积寅，历时 50 年潜心研
究，穿越历史时空，满怀民族文化
情感，为读者献上这本心血之作，
带你领略中国画的魅力和精妙！

文学类：聚焦不同年代女性的
情感追寻

《奔月》（鲁敏著，人民文学出
版社），一位普通女子趁着一场车祸
悄然隐匿，以全新的身份，开始不
一样的生活。疑点重重，悬念迭
出。逃离过往平淡乏味的生活、岁
月沉积的暗伤，进入另一种生活，
只为探寻自我。

《浪漫沧桑》（陶纯著，湖南文
艺出版社），以女性独特视角抒写战
争年代女性的情感史，展示了战争
的残酷和人性的善良。爱情与革

命，浪漫而沧桑。

少儿类：书写少年成长史，感
动浓浓父子情

《因为爸爸》（韩青辰著，江苏
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一部书写时
代英雄人物的少年成长小说。爸爸
不仅是爸爸，更是人民警察。讲述
了一个个充满正能量的感人故事，
热情讴歌了当代英模，旨在引导孩
子确立正确的价值观念，激发他们
爱他人、爱民族、爱祖国的情怀。

《蝙蝠香》（曹文轩著，天天出
版社），一条蓝色的丝带，一头连着
梦游的孩子，一头连着眼盲的父
亲。男孩经历了怎样的童年伤痕治
愈之旅，最终走出忧伤？一部充满
爱与智慧的作品，温暖感人。

（作者为《中国图书评论》副主编）

认识秦伟，从友人推荐她谈青
瓷的书开始。那时，故宫博物院副
院长兼紫禁城出版社社长的王亚民
请秦伟将其书稿 《长河落日：早期
青瓷随笔》 扩充为 《悠悠青瓷》 一
书，以便列入“文物的故事系列”。

《悠悠青瓷》广泛谈及青瓷的种
类，如鼎、盉、瓶、盆、洗、杯、
缽 、 罐 、 壶 、 罍 、 尊 、 豆 、 盂 、
匜、甬钟、磐、錞于、句罐、角形
器、简形器、璧、犬、镇、矛、锯
镰、锄、铲、温酒器、炭炉、香
薰、烛台、砚、蛙形水滴等。

秦伟在序中說：起源于长江下
游的古陶文化至今已有上万年历
史，比查海遗址出土的玉器还早
2000年。影响到7000多年前的河姆
渡文化和马家滨文化，之后的崧泽
文化和良渚文化传承后产生了各自
的玉石文化。秦伟认为“天人合
一”是古陶艺术创作思想的基础，
也是早期青瓷艺术所追求的最高理
想境界。古陶不单是实用器，还是

“天人合一”的生命意义之象征。
接着王亚民邀请秦伟撰写 《瓷

器的故事》。书中，作者从彭头山即
长江流域最早的新石器文化之一说
起，谈到距今8000年左右，河北省
武安县磁山村的古人已开始生产红
陶，不仅为了实用，还有礼敬的意
义。联想到红山文化祭坛、良渚文
化玉琮等，跟着是仰韶文化、马家
窑文化、大汶口文化、齐家文化、
龙山文化以及位于长江下游的河姆
渡文化、马家滨文化等古陶瓷。

作者将原始青瓷的探索引申为
瓷器的发明，循着三国青瓷、南北
朝佛光仙境造型、雍容华丽的唐代
瓷器、精巧秀丽的宋代瓷器、浑原
质朴的元代瓷器、浓墨重彩的明清
瓷器、民国景德镇“康德年款”瓷
器，浅绛彩到新粉彩而产生的“珠
山八友”，再到外销瓷。以瓷器美学
与实用价值贯穿，仿佛“从神农耕
而作陶”至民国的一部瓷器简史。

这之后，王亚民又邀请她主编
《原始瓷器研究》一书。原始瓷器创
烧于商代前期，止于东汉，被后世
认为尚未达到成熟瓷器的标准。因
而，东汉之后近2000年，一直被主
流审美边缘化，被忽视，被毁损，
存世量有限。本书汇集国内诸多学
者如河南省考古文化研究所安金
槐、中国国家博物馆李知宴、南京博
物馆宋伯胤、浙江萧山博物馆施加农
的研究成果，共 57 篇论文，近 60 万
字，旨在探究原始瓷的起源、产地、工
艺、文化特性，倡导珍惜保护这一人

类瓷器“鼻祖”。
上述 3 部书出版后，王亚民觉

得有必要以玉器为切入点，把考古

学研究与中国传统文化和精神文明
的研究结合起來，引导秦伟合作出
版了 《玉器的故事》。此书对玉定
位：“原玉期：如切如磋，如琢如
磨”“神玉期：仰天俯地，以玉事
神”“王玉期：巧夺天工，代言王
权”“民玉期：玉尽其美，祥瑞众
生”，形象直观地演绎了中华民族玉
文化的历史进程。作者指出，“女
神”是原始社會“母神崇拜”详实
而生动的物证，玉片没有装饰的意
义，主要是体现“神目”的功用。

从 《悠悠青瓷》 到 《玉器的故
事》，都是熔科学性考古报告、历史
文献与艺术史于一炉。平实的叙述
语言，娓娓道來，宛如黃河、长江
流经中华大地，是一部瓷器与玉器
工艺的演化史，更是一部中华民族
的流变史。从这几部书开始，徜徉
在原始青瓷到玉石文化，巡游在
8000年的历史长河。随着秦伟的生
花妙笔，一起穿梭在中华文明的时
空里。 （作者为台湾出版人）

流传甚广的国学经典 《三字
经》近日有了一个新版本，即年已
九旬的著名作家宗璞和中国社科院
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研究室主任李
存山合作编注的 《三字经节简注
本》。和以往各版本有所不同的
是，因不认同 《三字经》 中有关

“三纲”“君臣”的内容，宗璞对其
进行了一些删改，认为这是“对传
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之
举。（见7月31日《北京青年报》）

《三字经》 删“纲常”内容，
恐怕值得商榷。从报道来看，《三
字经节简注本》将原文中的“三纲
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

改为了“三求者，真善美，多
思考，常在心”；将“上致
君，下泽民，扬名声，显父
母”，改为了“为祖国，为人
民，寻求真，多行善，创造
美，度一生”……仅从文学性
上说，改编的这两句就比原文
逊色些，虽然《三字经》原本
就通俗而朗朗上口，但总体来
说还是文绉绉的。而改编的这
两句，显然有失文雅。

《三字经》 本是古代经典，它
所提到的“三纲者，君臣义，父子
亲，夫妇顺”，大致是主张君王与
臣子的言行要合乎义理，父母子女
之间要相亲相爱，夫妻之间要和顺
相处。这是古代人与人之间应该遵
守的三个行为准则。虽然我们废除
帝制已经100余年，皇帝早已不存
在，不必再讲“君臣义”，但“父
子亲”与“夫妇顺”，还是应该大
力提倡的，不能随着“君臣义”一
起删掉。即使保留“君臣义”也没

有大问题。“君臣义，父子亲，夫
妇顺”是对封建社会人际关系的理
论总结，现在的人们在用它来对孩
子进行传统文化熏陶时，有必要让
孩子认识到特定历史阶段人际关系
的全貌，而不是一鳞半爪。

对于“三纲”到底是不是糟
粕，近年来屡有争议。按照传统理
解，“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
妻纲”是要求为臣、为子、为妻的
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实际
上，“纲”是准则、规范、表率之
意。有不少学者认为，“君为臣

纲”意为当君主的要为臣子作好表
率，“父为子纲”意为当父母的要
为子女作好表率，“夫为妻纲”意
为当丈夫的要为妻子作好表率。可
见 ，“ 三 纲 ” 并 非 仅 仅 约 束 臣 、
子、妻的，也对君、父、夫有约
束。从该角度说，此“三纲”未必
就是糟粕，未必会腐蚀孩子心灵。

囿于历史局限性，一些古代经
典读物难免有一定的精神糟粕、艺
术瑕疵，但它们能被历代中国人奉
为经典且不断流传，证明其独特的
思想价值和文化魅力仍然为世人所
公认，还是不宜轻率地改头换面。

对传统文化确实要“取其精
华，去其糟粕”，但不应是在编纂
出版那些古代经典之时。“去糟
粕”应该放在我们用经典读物教育
熏陶孩子之时，不简单地要求孩子
囫囵吞枣地背诵经典，而是“探究
式”学习，有所批判，有所扬弃。
比如“君为臣纲”，其实就可以让
孩子们理解为领导要为工作人员作
好表率，“上致君，下泽民”就可
以让孩子们理解为“上可以报效祖
国，下可以为人民谋福利”。

最重要的是，删改后的《三字
经》 还是原来意义上的 《三字经》
吗？当然，不妨编一个 《新三字
经》来表达自己的所有观点，而不
是改编原著，在原著上打补丁。

11月6日，哈萨克斯坦驻中
国大使馆、人民出版社、中国新
兴集团联合主办了《纳扎尔巴耶
夫：哈萨克斯坦的缔造者》中文
版首发式。

从一个牧民的儿子、普通的
炼钢工人到领土面积世界第九大
国家的总统，该书详尽、真实地
描写了纳扎尔巴耶夫的成长历
程，披露了大量历史细节和内
幕。作者乔纳森·艾特肯是英国
前内阁大臣、国会议员、著名传
记作家，曾撰写过英国前首相撒
切尔夫人、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等
多位政要的人物传记。

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
问哈萨克斯坦，在纳扎尔巴耶夫
大学演讲时，首次提出了“一带
一路”倡议。本书对于社会各界
深入了解“一带一路”相关重要
国家哈萨克斯坦，促进中哈文化
交流互动和友谊，具有重要意
义。 （贾立钢）

一本好书，能通过作者的视角
深刻关注社会发展与个体的精神世
界。不论学科类别、视角差异，一
本书所传达出的深度与温度是评选
的核心所在。

11 月 2 日，2017 商务印书馆
“十大好书”揭晓：《诗的八堂课》
《弦诵复骊歌》《剑桥十八世纪政治
思想史》《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
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反异教
大全》《欧洲漫画史》《世界报业考
察记》《安魂曲：汉诺赫·列文戏剧
精选集》《人生道路诸阶段》《晚清
以降：西力冲击下的社会变迁》。

“十大入围好书”是，《俄罗斯抒情
诗选》《清代学者象传校补》《小说
鉴史：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百年战
争》《蜜蜂的寓言》《世界帝国史：
权力与差异政治》《珠峰简史》《汉

画像之美： 汉画像与中国传统审
美观念研究》《图像与意义：英美
现代艺术史论》《丝绸之路研究集
刊 （第一辑）》《我们需要什么样
的文明》。

作为年度阅读盛事，今年已是
商务印书馆第五次评选“十大好
书”。今年共有 145 本图书入围

“十大好书”候选书目，分为新知
博物、历史、生活、主题出版、文
化、艺术与思想共7个部分。活动
邀请著名书评人、资深媒体人以及
学术专家组成专业评选委员会，同
时引入大众书评团评选机制，邀请
全国共 24 所高校的 25 个读书会、
10 家优秀企业读书会、22 家机关
读书会的代表来到商务印书馆共同
参与投票，兼顾学术眼光和大众读
者立场。 （魏 微）

《三字经》改“纲常”值得商榷
□ 何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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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人文社科“十大好书”揭晓商务印书馆人文社科“十大好书”揭晓

薛涛新作《第三颗
子弹》（青岛出版社）
中，主人公满山想得到
一支威风凛凛的长枪代
替弹弓。结果只分到了
一 支 破 旧 的 “ 盒 子
炮”，而且只有 3 颗子
弹！第一颗子弹不小心
走火，暴露了抗联的藏
身地点，致使满山撤退
时与大部队失散。第二
颗子弹被他用来为俘虏
的日本老兵治了腿伤。
他要用这仅剩的一颗子
弹押送俘虏到抗联营
地，并解决一路上日军
的岗哨和盘查……

在这个用文字垒成
的城堡里，满山用心底的正义和童年
的智慧温情地调和着外在残酷的一
切。

童心在战争中依然生机勃勃。满
山没有一夜长大，只是心底多了一份
责任、感受他人悲喜的同理心及坚韧
不屈的斗志。 （刘 恋）

战
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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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哈萨克斯坦总统传记
中文版面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