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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4 日，教育部下发 《教育部办公
厅关于进一步支持高校校园实体书店发展
的指导意见》，提出各高校至少应有一所
图书经营品种、规模与本校特点相适应的
校园实体书店，没有的应尽快补建，鼓励
毕业生自主创办。

高校是高智商年轻人群聚集地，规定
校园至少有一所实体书店，很有必要。本
报也曾于今年 1 月 4 日刊登通讯 《让书香
温暖校园》及言论《高校要有容纳一家书
店的肚量》，表达自己的主张，引发关注。

目前在很多高校，都看不到实体书
店。一方面是不少人认为学校图书馆可
以满足学生读书的需要，认识不到书店
的作用；其次是很多学生热衷于手机、
电脑等电子读物的浅阅读，导致纸质书
阅读量下降。即便买书，也是图便宜图

方便上网购书的多，到实体店买书的少；
其三，购买不活跃，再加上房租、水电、人
工等固定成本，实体书店入不敷出，自身
也难以维持。

教育部的力挺政策势必倒逼高校给书
店留出建设、经营空间，为书店减免场地
租金、水电费等日常运营费用或提供其他
优惠，并支持、指导书店争取扶持政策和
专项支持资金，这是大好事！展现了教育
部门的担当。

有人疑虑，认为书店很容易建起来，
但读者并不能依靠政策“赶”进来。知乎
上有人调侃：“图书馆藏书那么多，你就
不能借本书？电子商务这么发达，你就不
能网上买本书？文青就文青，矫情就矫
情，不看书就不看书，找那么多理由干
嘛？谁说大学里一定要有书店，你来告诉
我大学里书店有什么用？”

好吧，我来告诉你。
去过图书馆的人都知道，很多图书馆

书籍更新速度很慢，看不到最新出版的热

门书，馆配来的图书也未必适合学生的趣
味和需求。经典图书并不齐全，反而充斥
了很多过时的、思想文字水平都较低的老
旧图书。

除非是开架借阅，否则去图书馆借书
就跟在网上购书一样，属于盲人摸象，面
对 无 边 书 海 却 没 有 渔 网 抓 着 鲜 活 的

“鱼”。读者看到的是片言只语的梗概介
绍，看不到由文字和思想编织的具体质
地。除了非常好学的精英学生，顺藤摸
瓜，从一本延伸到各个领域，其他人很难
找到自己喜欢又有益的书。而很多学生在
长期应试生涯中，根本没有时间读课外
书，没尝过读书的滋味，更没有建立起阅
读习惯，你让他借哪本？买哪本？

实体书店就不同了。店面空间有限，
店主无论是根据自身学识修养还是针对本

校学生专业特点筛选，或是根据学生反馈
调整，摆放的图书大多会兼具知识性、趣
味性和时代感。

学生们课余饭后路过，随手拿起翻
阅，或者就能从各类图书中找到自己的菜
——文史哲还是数理之美，又或者是逻
辑。从一本到多本，由浅入深，慢慢意识
到书籍的魅力，培养起阅读兴趣、阅读能
力、阅读习惯和对图书的热爱。

所以说，如今的高校校园里，应该有
实体书店一席之地。它不需要多高大、多
美丽，却像灰色建筑群中的绿地，带来文
化的气息，带来对生命美好的认识，让大
学生们能突破专业和生活环境的局限，以
开放的头脑广
泛汲取人类积
累的知识和智
慧，成为知识
储备完善、人
格健全的未来
接班人。

北京西四十字路口西北角有座转角
楼，上下两层雅致的木结构，红彤彤的门
窗，吸引着来往行人的注意。这个挂着新
华书店牌子的老楼，曾是北平大众书店的
所在，也就是北京出版社的前身。

北京出版集团从这个小小书店走来，
历经 70 年风雨，发展成年生产各类出版物
7000 余种、新品 3000 余种、在北京和全国
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综合性出版机构。

红色基因，让书籍与历史同行

1948年，“前店后厂”的北平大众书店
开门营业。当时的顾客并不知道，这家书
店是中共地下工作交通站。直到当时的书
店老板郭镛于上世纪 90 年代逝世，尘封的
历史才得以揭开。这段红色基因，为后来
的北京出版社传承和发扬。

新中国成立后，北平大众书店更名为
北京大众出版社。1956年“公私合营”，北
京出版社在大众出版社的基础上成立。

“当时以出版教育类图书和日历为主，
但编辑们始终将弘扬北京文化作为重要任
务之一。”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出版社研
究室工作的杨良志说。

上世纪 50 年代，出版社系统整理传统
京剧剧本，1957 年起陆续出版的 《京剧汇
编》 106 集，收录传统剧本 499 部，其中绝
大部分剧目从 50 年代后期已绝迹于京剧舞
台，是无可替代的珍贵资料。

从上世纪 60 年代开始出版的重磅图书
《北京古籍丛书》，是研究北京历史地理、
典章制度、掌故轶闻、名胜古迹、诗词杂
咏、人物传略、物产风俗的重要文献。杨
良志介绍，其中富察敦崇所著 《燕京岁时
记》 得来实属不易。该书清末本在琉璃厂
被日本人抢先买走，著名北京史地民俗专
家张次溪找到买主借书连夜抄录。后来，
该书与潘荣陛的 《帝京岁时纪胜》 合成一
册，由张次溪标点出版。

1978 年，复牌的北京出版社迎来“黄
金时代”。8 月，东兴隆街的一座旧式木楼
里，一本名为 《十月》 的大型文学期刊面
世。《小镇上的将军》《蝴蝶》《高山下的花

环》《黑骏马》《没有钮扣的红衬衫》《绿
化树》等名篇都发表在这份杂志上，谢冕
曾用 《一份刊物和一个时代》 总结 《十
月》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关系。

随后，《少年科学画报》《父母必读》
《北京卡通》 相继创刊，北京古籍出版
社、北京旅游出版社、北京少年儿童出版
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北京教育出版
社等多家北京出版社副牌社陆续建立。

1999年，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获批组
建。2009年转企改制，更名为北京出版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文史见长，赓续京味文化根脉

前几年，编剧史航每天读一段金受申
的 《老北京的生活》，并在微博上发一段
读后感，引起网友的兴趣，但很多人发现
该书已绝版，买不到了。“我们意识到，
在今天，原汁原味讲述老北京生活的书依
然有不小的市场。这本书很快再版，6000
册没多长时间就卖光了。”北京人民出版
社副总编辑高立志说。

包括张中行 《北京的痴梦》、周汝昌
《北斗京华》、齐如山《北平怀旧》在内的
“大家京范儿”等书系寻觅“京味”，旨在
把老北京的风土人情、市井生活、北京人
的讲究和烟火气留在纸墨之间。高立志
说：“我们希望‘老北京’看了能在怀旧中获
得慰藉，‘新北京’看了能了解北京、爱上
北京。”

除了再版名家作品外，北京出版集团
也努力发掘新史料，为完整地保留传统文

化记忆努力。2016 年，穆儒丐的 《北京梦
华录》 出版，受到学界关注。作者 1884 年
出生于香山健锐营一个旗人家庭，长期寄
身于报业。书中大量旗人风俗的一手资料
具有较高史料价值。一些学者认为，他应
被视作曹雪芹与老舍之间满族文学发展的
重要一环。“一些当代作家写老北京都是从
文字到文字，没有切实的生活体验，这就
需要我们出版人提供更准确的一手材料，
还原历史。”高立志说。

《旗人风华：一个老北京人的生命周
期》 是一本用英语介绍北京
文化的书。作者罗信耀 1908
年生于北京，上世纪 30 年代
曾到美国，在埃德加·斯诺身
边工作过一段时间。该书以
主人公小吴爷爷去世、奶奶
去娘娘庙祈福等经历带出北
京的丧葬习俗、妙峰山香会
盛况等，给读者提供了关于
北京历史民俗尤其是满族风
俗的准确描写。

人文社科类书籍出版也
是北京出版集团的强项。以
文 史 门 类 为 主 的 “ 大 家 小
书”系列，自 2002 年出版第

一辑后长销不衰，受到好评。高立志介绍
说：“我们坚持‘大家写给大家看的书’，在
学科上不断拓展社会、艺术、政治、法律等新
门类。2013年，‘大家小书’系列只有40多个
品种，目前已近180个品种。”

原创为本，助作家写出大作品

集团旗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是当代
文学出版重镇，也是不少中国当代经典文
学产生的摇篮。《平凡的世界》 里孙少平、
孙少安的故事打动了一代又一代读者，至
今印数已超过 1700 万册，长居中国各大学
图书馆出借榜榜首。霍达的 《穆斯林的葬
礼》 累计销量超过400万册。2019年4月出
版的《云中记》，短短几月，发行量已超10
万册。

这些经典以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唱响了时代之歌，也见证着十月文艺
出版社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这 20 多
年间“原创为本”的不变初心。

现任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的韩
敬群，1991 年进入十月文艺出版社工作，
当时，出版行业已走过黄金时代，“一下子
进入到‘刺刀见红’的市场经济时代，在有
限的原创资源面前，竞争变得激烈残酷。
当时最常见的就是文学出版人聚在一起念
苦经，觉得日子难过。”韩敬群回忆说。

不少文学出版社出于无奈“不玩了”，
转向教辅、少儿类图书。但十月文艺出版
社却笃信坚持原创就会成功，花大力气做
原创长篇小说出版。开卷数据中，它在中
国当代长篇小说门类中始终排第一位。

近年来，十月文
艺出版社不断挖掘、
培养文坛新秀，助力
徐则臣、付秀莹、石
一枫、任晓雯等“70
后”青年作家走上文
学舞台，为文坛注入
新鲜血液。

以徐则臣长篇小
说 《北上》 为例，韩
敬群说：“这本书在

‘京杭大运河’概念尚
未被关注、热炒前就
开始了酝酿和构思。

在出版社建议下，运河边长大的徐则臣用
了4年的时间做田野调查、阅读了六七十本
书，最终写出了这部长篇小说。”徐则臣选
择了两个关键节点，一是运河漕运功能被
废止的 1901 年，一是运河申遗成功的 2014
年。“这里写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旧邦新命。一个古老的国家焕发出新的活
力，一条河流也是一样的。”

谈到最近出版的力作——阿来的 《云
中记》，韩敬群说：“汶川地震题材的作品
很多，但真正能够留下来让人们记住的作
品依然屈指可数。阿来选择了一个独特的
角度切入，我觉得这是文学该做的事。我
经常说，做出版的最高境界叫‘毫发无遗
憾’。当然，一定会留遗憾，因为出版就是
一门遗憾的艺术，但你得有一个目标。”

近年来，北京出版集团在企业办文学的
创新路上积极探索，着力打造立体化“十月”
文学品牌。承办“北京十月文学月”活动，借
助十月文学院、十月签约作家、十月作家居
住地等多样化的文学活动和机制探索，为作
家提供更为广阔的交流、创作平台。

“我期待中国作家能潜心写出匹配这个
时代的伟大作品。我们出版人能做的就是
在这个过程中汇注我们的力量。”韩敬群说。

（本文图片由北京出版集团提供）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除了主体民
族汉族以外，还有 55 个少数民族分布在祖
国的大江南北，和汉民族共同生活在一
起。少数民族和汉族在共同熔铸中华民族
的历程中，有着交融一致的历史命运。在
总体文化上，呈现出诸多的共同性。这种
共同性在多民族共同体的现代民族国家确
立过程中，体现得更加明显，吴道毅的

《现代南方民族文学话语研究》就是其中有
代表性的著作。

《现代南方民族文学话语研究》 借鉴话
语理论，将现代南方民族文学的思想意蕴
归结为启蒙话语、民族话语、传统话语、阶级
话语、救亡话语、主流话语、先锋话语、女性
话语、生态话语等多种类型。由此可见，南
方少数民族文学的话语，与20世纪汉民族文
学话语类型有着一致性。

吴道毅始终把南方民族文学的发展历
史和中国现代历史勾连在一起，从南方民
族文学的书写中，寻觅其与时代大潮一起
起伏的历史脉络，以此建构起南方民族文

学话语生成的历史共因。吴道毅认为，南
方民族作家的创作，同样着力于传承传统
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如苗族作家沈从文
的文学创作，传承了道家文化；回族作家
白先勇的文学创作，常常流露出对中华文
化的深深眷恋与回望。所以南方民族文学
在回应现实社会生活、传承文化传统方
面，与汉族文学有共同性。

发现南方民族文学书写中的“地方性
知识”，也是 《现代南方民族文学话语研
究》 的重要内容。吴道毅充分挖掘了苗
族、土家族、藏族、佤族、回族、彝族、
哈尼族等民族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地

域文化、文化信仰与风俗习惯。他在把握
民族话语时，并没有简单地割裂民族话语
与其他诸种话语的关系，而是始终把握住
民族话语为隐形，其他诸种语为显形话语
的基本原则，很好地阐释了南方民族文学
之个性和共性的统一。

从历史长度来看，自上世纪 20 年代以
来的南方诸民族的文学创作，都被纳入到
作者的研究视野之中，这是一部系统研究
南方民族文学话语特质的著作，它着眼于
中华民族文学的现代性建构，阐释了南方
民族文学的共性与个性及之间的辩证关
系。（作者为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

夏天在椴树下
消失/树荫瘦了/树
荫 冷 了/夏 天 在 椴
树下消失。

金波的诗，有
人会觉得清浅，但
这些诗本来就不是

给成年人看的。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写道：在
最单纯的形式中蕴含深层意韵，把沉重的打
造为轻盈的，这很难。金波儿童诗主要面对
的是幼儿，是还不能自己阅读的孩子，既要
引起他们的兴趣，又要赋予意味，启迪心
智，尤其难写。

从1956年写第一首儿童诗歌起，金波像
一只不知疲倦的小鸟，歌唱了60多年。他的
作品多次被收入中小学语文和音乐课教材。
直到今天，孩子们还在唱着“蓝天蓝，像大
海，白云白，像帆船。云在天上走，好像水
里漂帆船。”2018 年，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
版总社出版了他的自选集《金波60年儿童诗
选》，包括 《白天鹅之歌》《萤火虫之歌》

《红蜻蜓之歌》3册，共收录180首。
春夏秋冬四季，云、湖、月，小鹿、风

铃、花灯，蒲公英、黑蚂蚁、野鸭子，在校
外变温和的老师、闹别扭又分不开的小朋友
……金波以儿童的目光观察自然，用细腻的
情感律动触摸儿童心灵。

7月 31日，在现代文学馆举办的金波儿
童诗创作研讨会上，儿童作家张之路用优美
的语言表达感受：“读金波的诗，就像行走
在布满鲜花的小路上。走着走着，你就融进
了大自然，走着走着你忘记了自己的年龄，
像个孩子驾着小船遨游在花的海洋里，细雨
微风、阳光和煦。”儿童作家白冰表示，金
波的儿童诗能让孩子体会到自然之美、语言
之美和情感的力量，学会诗意地生活，保持
好奇之心对抗以后岁月中的倦怠与幻灭。

令人费解的是，作为大学教授的金波，
一生却投注巨大心力为儿童写作。记者问
他，这是出于兴趣还是责任？他回答说：开
始是兴趣，源于妈妈唱的民间童谣，合辙押
韵，好听易记。长大了，感悟到诗的魅力，
就试着创作童谣体的诗歌，其中一部分被谱
曲、传唱几十年，如《小红花》《云》。写了
一段后，就有一种责任心，思考怎么写好。
儿童诗首先是听觉的艺术，还要激发思考。
一首短短的诗，能够常读常新，才是应该追
求的高度。

“睁开眼睛看自己，已进入了老年；闭
上眼睛看自己，还是个孩子。”满头白发的
金波今年84岁，因为身体不好，已入住老年
公寓，每天所见所闻都与衰老、疾病、死亡
有关。他感谢自己的天性和精神寄托，再一
次体会到，儿童文学的写作意味着童年的回
归，回归的不仅是童年的单纯和乐趣，还有
童年的历史和社会的变迁。向着童年做时间
上的穿越是丰富的，厚重的。

其实风并没有吹过/花为什么落下来？
作家曹文轩说，金波用他的诗完美诠释

了诗与哲学的天然关系，证明文学可以收回
被哲学遗忘的广阔主题。他对世界万物情谊
绵绵，懂得文学之善与日常之善的巨大差
异。所谓上善，就是看出世界万物的命运都
是需要人用悲悯情怀去关照的。

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说：金波老师的
名字让我想起 《汉书·礼乐志》，有句话叫

“月穆穆以金波”。这是多美的六个字，月亮
是宁和静谧的，同时又是明亮的，金波就像
金色的波浪。我从这句看出儿童诗的境界，
明亮、透明，但当夜幕降临，还有很复杂的
调子。他的诗有魔力，能够让人过目一下就
烙在心里。比如《花朵开放的声音》写道：

我坚信/花朵开放的时候/有声音。
它们唱歌/演奏音乐/甚至欢呼、喊叫。
蜜蜂能听见/蝴蝶能听见/那只七星瓢虫

也能听见/为什么我却听不见？
我摘下的鲜花/已停止了开放。

探寻南方少数民族文学的书写
□ 周新民

为教育部力挺高校书店喝彩
□ 小 章

金波：清浅之美犹穆穆
□ 本报记者 张稚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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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十月文学院（佑圣寺本部）内景

上世纪80年代参加劳动人民文化宫书市

“大家小书”系列

冰心（前坐者）与编辑们

《金波60年儿童诗选》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供图

·言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