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凑到展柜前，看着昏黄光源下的古书。啊，这是
《尚书》，中国上古之书，汇编商周两代历史文献，也
就是 《书经》！这是南宋刻郑玄所注 《周礼十二卷》，
这是《春秋左传正义》，这是《孝经》，这是明代王阳
明的《传习录》，这是北朝三书《水经注》《洛阳珈蓝
记》《颜氏家训》 ……这些传说中的宝贝，如今居然
就在眼前。它们有手写本，有历代刻本，字迹清雅，
大多品相完美，字黑纸白，看着就心向往之。

9 月 7 日下午，由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主办
的“中华传统文化典籍保护传承大展”在国家典籍博物
馆开展。开幕式后，人们急切地涌进展馆，有领导、有
贡献展品的各地博物馆以及个人，多是行家。此次大
展汇集了全国20多个省40余家公藏单位、30余位私人
藏书家的330余种珍贵藏品。

330，听起来不是很大的数字，但当你看到这些
绝世至宝，你会觉得眼福如海。

风度儒雅的程毅中先生是中华书局原副总编辑，
大半辈子在整理出版古籍中度过。在图书馆工作人员
陪同下，他专注地看着一件件古籍，感慨着古书的生命
力：“我过去收集了很多材料在磁盘和磁带里，现在不
能读了，没有阅读器了。可书，还在。”

第一展厅中央，一堵充满设计感的光墙前，有好几
个人趴在展柜上拍照。走近一看，在一个米色长卷之下
竟标注着“资治通鉴残稿”！字迹虽不如二王，倒也清晰
端正，上面还有涂改痕迹。真是司马光的手迹？！国家
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林世田告诉我，“历代相传
是司马光的稿本。《资治通鉴稿》 名签为乾隆所题

‘司马光通鉴稿，内府鉴定真迹’。宋人赵汝述在题跋
中对其给予高度评价：‘温公起 《通鉴》 草于范忠宣
公尺牍，其末又谢人惠物状草也。幅纸之间三绝具
焉，诚可宝哉！’”

观展的有很多藏家和行家，听他们议论很有趣。
“看这儿！版芯一宽，标题没印全，肯定是复刻

的。上面那些字，是给刻工看的。我想写篇文章，一
直没顾上。”我把这话转述给陪同程毅中先生的那位
文雅的工作人员，她笑了笑：“还真没注意。我们平

常也看不到，展出也只打开一页。有了再造善本就可
以认真研究了。”

“今天来的有 xx 的女儿，二爹去世后捐了北宋的
xx。””这个是爷爷捐的，北宋宫装的，不让翻。”不远处
传来信息量很大的声音，让人浮想联翩。“这是我的，这
是韦老师的。”

第二展厅主题为“百代芸香”，中厅还原了晚清
四大藏书楼之一铁琴铜剑楼造型，四周则环绕着傅增
湘、郑振铎、周叔弢等藏书家的照片和故事。比如陈
清华先生，留美归来后曾任上海中国银行总稽核，其
妻为浙江财阀之女，支持其藏书。陈清华所藏宋元刻
本既精且富，与周叔弢有“南陈北周”之称，号为江
南藏书第一。家有南宋廖莹中“世綵堂”所刻《昌黎
先生集》，而广东藏书家潘宗周藏有“世綵堂”所刻

《河东先生集》，于是与潘宗周协商“世人向以韩柳两
家并称，故韩柳二集亦宜并置一处为宜”，建议两书
各作价大洋 2 万元，或以 《昌黎先生集》 归潘宗周，
或将 《河东先生集》 归他所藏。潘宗周为其真情所
动，遂将《河东先生集》割爱，成就一段佳话。

第三展厅展出不少舆图、民族文字古籍，还概述

了中国古籍保护与传承的成就，如中华再造
善本、二十四史、《宋画全集》《元画全集》
等国家重要出版工程成果，以及 《永乐大
典》《五经四书大全》缩微胶片。

策展非常用心，不但按年代顺序排列，
如北朝三书，宋代四大书 （《太平御览》《太

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还将春秋战国
的诸子学说、百技竞长 （天文历法、数学、农学、医
学、地理学等学科） 等提点出来，让观众得到更系统
的了解。使用了多种现代媒体，像大型沉浸式翻书体
验长卷造型、屏幕拼图以及说文解字。

第四展厅文明互鉴同样精彩，比如影印的意大利
《马可·波罗》十四世纪法文抄本，装饰非常精美；再如
《汉字西译》，为意大利方济各会士叶尊孝17世纪编纂
的双语词典，对汉字一一翻译；还有意大利、比利时耶
稣会士翻译编辑的《中国哲学家孔子》，含《大学》《中
庸》《论语》的拉丁文全译本，1687年巴黎印本，是欧
洲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儒家经典译著；还有插图美丽
的波兰人所著 《中国植物志》，法国传教士自学蒙语
为康熙皇帝翻译的 《几何原本》，德国人口述中国人
翻译的。东巴写本 《创世经》 里的文字接近于图画，
傣文贝叶经的 《大藏经》 ……真是书书图图总关情，
一件件看来，心神激荡，感叹好美。看到婚书和科举
的捷报的雕版，真是忍俊不住，好聪明的古人！

文化大概就是这样吧，浸淫愈深便兴趣愈广，看
实物也愈觉珍贵。

本报电（记者苗 春） 2019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秋晚
会 （以下简称秋晚） 将于 9 月 13 日晚通过央视一套、三套、
四套、央视娱乐以及各大媒体平台并机直播。

今年秋晚的主题为“家国情怀”。据总导演李申介绍，秋
晚分为 5个部分、3个篇章，即序曲 《明月升》、上篇 《花月
圆》、中篇 《山河恋》、下篇 《共婵娟》 以及尾声 《海上明
月》。晚会主体依然延续歌会的形式，同时通过舞蹈、器乐、
交响乐、戏曲、杂技、情景表演等多种艺术形式以及虚拟场
景、高空焰火等辅助包装手段，精心创意编排，节目样式和
形态丰富多元。另外，今年秋晚的演员阵容很强大，不仅兼
顾到各年龄层观众的喜爱与需求，还增加了新媒体上炙手可
热的明星。除内地及台、港、澳演员之外，晚会还邀请了日
本、克罗地亚、格鲁吉亚和马来西亚的外国演员团体。

作为今年的主会场，淮安为秋晚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
材。晚会将借助大运河的文化资源、共和国一代伟人周恩
来、文学家吴承恩等得天独厚的人文资源，大力拓展中秋节
的传统文化范畴，再现不忘初心的主题。今年秋晚首次在国
内开设分会场，南海影视城地处珠江三角洲粤、港、澳大湾
区腹地，晚会特别设计了港澳台组合节目在分会场表演。同
时分会场还将与主会场互动，呈现出祖国南北、长城内外共
赏一轮明月的美好画卷。

国宝吉光照月明
——中华传统文化典籍保护传承大展侧记
□ 本报记者 张稚丹

祖国南北共赏明月

中秋晚会体现家国情怀

背靠热情巍峨的火山，临近波澜壮阔的大
海，意大利历史悠久的陶尔米纳小镇近期迎来了
首家中餐厅。与此同时，以弘扬中国传统美食与
文化为宗旨的综艺节目《中餐厅》第三季也正式
拉开了帷幕。

在中意签署“一带一路”备忘录、政治经济文
化交流全面升级的时代背景下，《中餐厅》选择意
大利作为第三季节目的录制地点，将中国味道带
到陶尔米纳，激发了意大利人对中国美食的向往。

本季《中餐厅》由四位来自中国的演员携手
专业厨师共同“经营”。专业厨师的加入是节目
的一大看点。拥有26年厨师经验的林述巍曾担任
G20峰会主厨，在 《中餐厅》 中，他尽职尽责地
为食客带去最经典的中国味道。地道的龙井虾

仁、清蒸鱼、辣子鸡等传统菜品，俘获了不少当
地人的胃和心。借助中国美食，节目也成功传递
出中国人友好、热情、好客的精神，并巧妙地对
中式婚礼、京剧、皮影、蜀绣等最具中国特色的
传统文化进行推广。

《中餐厅》前两季录制所在地泰国象岛和法国
科尔马在节目播出后，均成为中国游客新的旅游
目的地。以科尔马为例，游客过夜数增长70%，科
尔马旅游局宣传负责人表示“相当于免费为科尔
马在中国打了十年的广告”。随着第三季节目的
播出，陶尔米纳这个充满文化底蕴的小镇也逐渐
走进大众视野，给更多中国人留下深刻印象。在
促进中国美食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同时，《中餐
厅》也为中国观众打开了认识世界的一扇窗户。

2019年戏曲百戏 （昆山） 盛典日前落幕。38天
里，来自全国各地的112个剧种、118个经典剧目在
这里会演。

据统计，此次百戏盛典除了吸引当地观众走进
剧场之外，在抖音平台播放量超过1.3亿次，新浪微
博网络话题阅读量累计超过3.1亿次，数以亿计的受
众通过线上线下观戏评戏，掀起了一股观看戏曲演
出、探讨戏曲传承、关注戏曲发展的热潮，这是以
往从未见过的盛况。

百戏盛典此次产生的效应，让人不禁想起 63 年
前，浙昆剧团带着《十五贯》在北京46天演46场，留下

“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的佳话。从濒临自生自灭到
广受欢迎，再到走进人类非遗的殿堂，昆剧在当代的
保护传承路线，彰显了守正创新的魅力。

近些年，包括昆剧在内的一些传统戏曲艺术，在
坚守传统的同时，根据现代人的欣赏需求，在内容和
形式上不断尝试和创新，吸引了一批批年轻人走进剧
场，亲近戏曲，喜欢上戏曲。百戏盛典引发的热潮让
人们看到，传统戏曲一旦注入新的活力，依然可以在
当代焕发出勃勃生机。

“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对于传统
戏曲来说，不仅需要给艺术家提供更多练习和表演的
机会，也需要为观众提供更多更好的“好戏”，才能真
正打通传承发展的“任督二脉”。2020年秋，全国348个
戏曲剧种的经典剧目将全部得以在百戏盛典上展演，
充分展现中国传统戏曲的时代魅力。我们有理由期
待，明年的观戏热潮将再次突破今年的记录，更有理
由相信，优秀的传统文
化将更加深入人心，放
射出新的光辉。

邢 三 令 ， 著 名 音 乐 人 ， 出 生 于 山 西 平
遥的一个音乐世家。爸爸爱好民乐演奏，妈妈
喜欢民歌，哥哥是晋剧团演员，浓厚的艺术氛
围使得三令从小就受到很好的音乐熏陶。

18 岁那年，三令被北京武警文艺团选上，
成为一名文艺兵。期间他进修解放军艺术学
院，主修作曲。从部队退役的时候，正是中国
摇滚乐蓬勃发展的时期，三令认识了一帮志同
道合的朋友，经常一起做音乐，一起巡演在北
京的各种音乐现场。其中有后来红遍中国的唐
朝、子曰、鲍家街43号、羽泉、许巍等歌手与
乐队。同时三令也组建了自己的摇滚乐队。在

乐队期间，他涉猎各种类型的音乐，对不同音
乐风格有着深刻的见解，为以后的音乐创作之
路打下坚实基础。

三令喜欢在旅途中体验生活，通过音乐看
世界，观摩学习世界上不同的音乐，和不同国
家的音乐人接触、交流、演出，吸取不同地域
音乐的文化营养。不同风格、不同地域的音乐
积累，让他的创作渐入佳境。

2012 年，在纪念马勒《大地之歌》的美国夏
洛特交响音乐会上，邢三令受委托创作了开篇
曲《五行》。作品表现了空灵的意境及中国哲人
的情思，引起关注。2013 年“一带一路”倡议提
出后，三令历时 3年，沿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进行采风，易稿十几次，用心血创作了《One
Belt One Road》这首歌曲。2017年5月5日首
发后，好评如潮，广为传唱。

支嘎阿鲁王是彝族同胞传说中的射日英雄
和创世英雄，是全体彝族同胞崇敬的祖先。
2017年10月，邢三令作曲、制作的《支嘎阿鲁
王》正式上线。在这首曲子中，三令把对彝族
的情感融入其中，运用一段彝族广为流传的民
歌旋律，加上现代的编曲手法，让歌曲时而委
婉忧伤，时而饱含激情，体现了彝族人民坚韧
耐劳的精神特质。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国家广电总局
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了 《歌唱祖国·
一首歌一座城》全媒体活动。在新疆轮台县政
府的邀请下，邢三令作曲、制作的歌曲《梦回
轮台》 于今年 6月上线。为写好这首歌曲，三
令深入新疆采风，与古人西域对话。歌曲完成
之后，有听众点评道：“首听 《梦回轮台》 震
撼、感动、激动，更是热血沸腾！悠扬舒缓的
旋律，曲调委婉动听，仿佛一部辉宏的历史
剧，或娓娓道来，讲述昔日西域都护之辉煌，
今日轮台乘风破浪之朝气。”

从远古绵连不绝延续至今，音乐滋润着人
类的心灵。音乐人的使命让三令始终不敢懈
怠。他表示要继续融汇古典、现代、民族、东
西方元素，为天地自然、为国家和人民创作出
更多动听的旋律。

本报电（记者苗 春） 由爱奇艺和光线传媒联合出品的
青春剧《我在未来等你》日前上线播出。

这部剧不仅呈现了以刘大志 （费启鸣饰） 为代表的青少
年群体的成长历程，展现青春一代为梦想全力以赴的精神面
貌，同时也为以郝回归 （李光洁饰） 为代表的成年人提供了
一个出口，让他们带着成年人的经验回归青春，再次“经
历”青春期的迷茫、冲动、懵懂，而后得以审视人生，重塑
自我。该剧群像式地塑造出5名有血有肉、正值青春的高中生
形象，故事接地气，人物有辨识度。当这群高中生们面对青
春期的困惑、彷徨时，该剧没有轻易地为他们的选择下定
义，而是通过真实地呈现他们的迷茫以及尚不成熟的处理事
情的方式等，表达出对青春的独特理解。

除了包含“友情”“热血”“梦想”等常见的青春元素之
外，这部剧还将“亲情”囊括进来，呈现了青春期视域里父
母之间含蓄的相处方式以及他们隐藏在琐碎日常之下的深
情、热切、辛勤和脆弱。

本报电（张旖轩） 制造业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理
解中国制造是理解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现代化的关键。《理解
中国制造》 一书近日在北京发布，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重
要品牌书系“理解中国丛书”又添新军。作者黄群慧表示，
虽然受到中美贸易摩擦影响，但中国经济是有韧性的，这种
韧性在于中国有完整的工业体系。

“理解中国丛书”力求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经验
总结出来，告诉世界一个真实的中国。目前该丛书已出版中文
版20种，实现多语种合作签约59种，已翻译推广到国外出版的
有21种，包括12个语种。

这波“看戏热”
为何热得破纪录
□ 刘 放

《我在未来等你》

展现独特的17岁

邢三令

用音乐诉说
□ 周颖超 王志敏

《中餐厅》以美食促进文化交流
□ 张 帆

《理解中国制造》发布

▲电视剧中充满朝气的青少年 百度图片▲电视剧中充满朝气的青少年 百度图片

▲程毅中在观展 张稚丹摄▲程毅中在观展 张稚丹摄

本报电（记者郑 娜） 由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杭州市
余杭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19中国时尚大会全球峰会日前
在杭州举行。本次峰会以“数字经济赋能可持续时尚”为主
题，致力于连接全球时尚创意精英、设计师等，将技术赋能
与多元文化合二为一，探讨中国时尚产业创新发展路径，推
动时尚和数字融合发展。

2019中国时尚大会全球峰会落户余杭艺尚小镇。艺尚小
镇是余杭区政府与中国服装协会、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联合
打造的“中国服装行业‘十三五’创新示范基地”，自2015年
启动建设以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时尚产业，已吸引近30名
国内外设计大师，2650名原创设计师，47家创新服装区域总
部落户。

中国时尚大会全球峰会举办

▲中餐厅员工在意大利做煎饼果子 节目组供图

▲邢三令近照

▲中秋晚会舞美效果图 图片来自网络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残稿 图片来自网络▲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残稿 图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