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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立波讲
“红楼”人物的虚与实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近日，
一场主题为
“《红楼梦》中人与曹雪芹的眼前人——红楼梦人物形象虚实问
题分析”
的讲座在首都图书馆举行。此次讲座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与首都图书馆联合举办，
隶属
“阅读文学经
典”
系列讲座。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北京市教学名师，
中国红楼梦学会常务理事曹立波在
近 2 个小时的讲座中，
带领现场读者解读《红楼梦》中的人物形象及其与现实的照映。曹立波著有《红楼梦东
观阁本研究》
《红楼梦版本与文本》
《红楼十二钗评传》等，
曾在百家讲坛、
名师讲坛等栏目讲解《红楼梦》人物。
曹立波表示，
《红楼梦》的一些主要人物，比如像宝、黛、钗一定是虚构成分多一些。 但《红楼梦》是世情

忆峥嵘岁月 睹大家风范
本期 28 种中版好书，
挖掘历史、
传统
文化优质资源的题材占据较大比重，无
论是对古代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描绘，
还是对近现代社会政治经济的剖析和对
先锋人物的刻画，都彰显出图书在记录
历史进程，促进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
展等维度发挥的作用。
回望历史的角度是多元的，小切口
与大截面、小人物与大家名家都有无数
故事可挖掘。在即将迎来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的时间节点上，回望新中国成立走
过的峥嵘岁月，呈现为新中国成立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出贡献的大家风
范与小人物故事的出版物不断涌现。这
种记录显然不是生硬、刻板的，而是将这
些人物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生动
还原。例如，长期从事毛泽东生平和思
想研究的逄先知曾为毛泽东管理图书 16
年，
《逄先知文丛》是他关于毛泽东及其
思想研究成果的首次结集出版。文丛
中，既有史料依据，又有作者独有的亲身
体验，作品从学术研究和回忆追思的双
重角度反映伟人们对中国革命、建设事
业思考探索的历程。
《精 神 的 力 量 ：改 革 开 放 中 的 邓 小
平》
《不凡的历程：陈云与改革开放》则分
别展现了邓小平、陈云在改革开放进程
中的理论方法和卓越贡献。值得一提的
是，前者除了展现邓小平参与决策的重
大会议和决定之外，还有邓小平“三落三
起”的人生经历和诸多小事中他的决断
和思考。而后者则首次系统整理、总结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在改革开放
进程中的理论方法和重要决策，对于人
们深入了解这位卓越的老一辈革命家具
有突出的历史意义。
对重要历史事件的记录是主题出版
的重要议题。关于长征路途中发生的历
史故事，也许小时候我们经常从历史课
本中看到。本期我们要推荐的《红军长

征记：
原始记录》是毛泽东同志 1936 年组
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其底本是《西
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具有较高的史
料价值。
《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由上海
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刘统整理注释。在
刘统看来，
《红军长征记》是一部集体创
作的英雄史诗。此外，图书选题对重要
历史事件的关注愈加细化、深入。例如，
《走进古田会议》将关注视角放在了古田
会议上，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
装斗争、
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的艰辛历程。
回望历史峥嵘岁月的最终目的是宝
贵精神的传承和对现实实践的指导。因
此，对于当代社会发展和政治建设的关
注也是重要主题。商务印书馆推出的
《乡村调研：宋家沟》以山西省忻州市岢
岚县宋家沟移民新村为背景，通过山村
小故事折射时代大进程。据悉，负责该
书创作的民盟山西省委会写作组用 1 年
多的时间，
先后 20 余次实地调研采访，
将
所得资料形成 25 字书稿。
此外，人民音乐出版社近期还策划
出版了国内首个与支部活动、党员学习
密切关联的音乐主题出版物——《支部
音乐课 用歌声宣誓》。该作品填补基层
党建工作图书音像出版空白，聚合中国
共产党光辉历程中最具代表性和时代性
的作品，以音响、文字、曲谱多种形式呈
现，并配有“支部音乐课”具体程序及各
环节解说用语，尝试建立“支部党建音乐
课”模型。 据悉，下一步，人音社还将通
过“走访、捐赠、讲座、教唱、座谈”等形式
推动《支部音乐课 用歌声宣誓》的
“七进”
活动。

品传统雅韵 习先贤智慧
传统文化热一直推动着相关出版物
的繁荣发展。除了宏大议题的主题出版
物之外，对历史的回望还可以表现在对
人 文 风 貌 的 记 录 、对 故 事 的 创 作 等 层
面。例如，
《胡同深处的北京》便将追寻
历史足迹的视角放在北京特有的胡同文
化上。作者对胡同现状进行记录和思
考，以现实主义的记录将历史与现实嫁
接。而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的新作
《草鞋湾》将文学创作的背景设在了十里
洋场的旧上海，这是他首次尝试新题材
——侦探小说的创作，
“《草鞋湾》从表面

上看是一个侦探故事，但是仔细看你一
定会从《草鞋湾》想到《草房子》，因为他
们的美学观和存在观是一致的。”曹文轩
表示，他把对文学观、美学观，以及一切
思考心血都凝聚在这次写作尝试中，让
它不同于寻常的侦探小说，最终成为自
己的作品。此外，儿童文学作家伍剑也
将文学创作的视角聚焦在对历史的回望
上，
《邬家大巷》从 10 岁儿童的视角，
描述
孩子眼中的抗日战争及温情故事。
《李白传》
《山海经详注（插图本）》
《何以传世艺术文丛·师古还是求新——
赵孟頫的艺术与时代》
《海昏侯新论》
《画
说经典（汉英对照）》《荣宝斋画谱 221：
草
虫部分》……本期好书中包含了一系列
从不同角度对传统文化进行诠释和挖掘
的作品，既有对《山海经》这一经典著作
的全方位研究，也有把李白的生平经历、
思想志向、狂歌苦闷做原原本本交代的
《李白传》；既有对古代书画大家赵孟頫
和现当代画家潘君诺等的作品解读，也
有《画说经典（汉英对照）》将唐诗宋词与
绘画结合，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精髓的
巧妙做法。
本期中版好书中，
《中华先贤人物故
事汇（第一辑）》是相当特别的存在，其隶
属“中华人物故事汇”系列丛书。该系列
在中宣部指导下，由中华书局、学习出版
社、党建读物出版社、接力出版社联合出
版，将在 2021 年 10 月之前，完成全部 310
种的出版计划。由中华书局推出的中华
先贤人物故事汇（第一辑）》制定了明确
的甄选标准：近代以前为中华文明传承
发展、国家安定统一、社会发展进步、民
族团结融合、传统美德弘扬等方面做出
重大贡献、深刻影响中华文明史的先贤
人物。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表示，
“一代
人做一代人的事情”，归结到出版，就是
要提供符合一个时代读者需求的精神食
粮和文化产品。该系列丛书，也将会成
为新一代中国青少年喜爱的历史读本。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著名畅销
书作家东野圭吾短篇推理小说集《天使
之耳》，日本著名导演是枝裕和的最新作
品《是枝裕和：再次从这里开始》，融入多
媒体技术、设有 AR 增强现实 APP 的《中
国儿童太空百科全书》等都是颇具话题
度的作品，一经推出便收获了媒体和读
者的关注度。

主 题 出 版 类 （7 种）

《精神的力量：改革开放中的邓小
平》
（商务印书馆）该书展现了邓小平在
领导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表现出来的对
人民无比热爱的伟大情怀，求真务实的
精神，敢于开拓创新的政治勇气，高瞻远
瞩的战略思维和坦荡无私的博大胸襟。
《不凡的历程：陈云与改革开放》
（商
务印书馆）该书阐述了陈云围绕改革开
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出的理论方
法和思想决策,对当下的经济工作和党建

工作具有借鉴意义。
《逄先知文丛》
（生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文丛系作者几十年来对毛泽东
与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党史与党建
等研究文章的结集。
《乡村调研：宋家沟》
（商务印书馆）
以山西省忻州市岢岚县宋家沟移民新村
为背景，通过山村小故事折射时代大进
程。同时，对农村现状、社会环境等分析
研究，
进而预测中国农村的未来走向。

《支部音乐课：用歌声宣誓》
（人民音
乐出版社）作品以突出政治建设和理想
信念教育为核心，尝试建立“支部党建音
乐课”模型，精心编排“支部音乐课”具体
程序及各环节解说用语。
《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该书是毛泽东同志
1936 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其
底本是《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
有关长征的最原始记录。
《走进古田会议》
（研究出版社）该书
全面梳理总结古田会议前后历史总体脉
络，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独立
领导武装斗争、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的艰
辛历程。

文 学 艺 术 类 （6 种）

《天使之耳》
（人民文学出版社）这部
日本畅销书作家东野圭吾的短篇推理小
说集，
收入 6 个故事。这些故事共同的特
点是都跟交通安全有关。
《李白传》
（人民文学出版社）作者安
旗是当代李白研究的专家。有感于人们
对李白的了解仍太浅太模糊，于是，她决
定写一本传记，把李白的生平经历、思想

志向、
狂歌苦闷，
做原原本本的交代。
《海昏侯新论》（生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作为《海昏侯刘贺》的姊妹篇和
进阶读物，该书结合不断刊布的海昏侯
墓文献、文物，对《海昏侯刘贺》中未及详
论的内容以及存在争议或者新思考的问
题，
进行深入探究。
《画说经典（汉英对照）》（中译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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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
日常生活琐事会源于生活。时间、
空间甚至于药材、
食材，
这些有可能会搬到小说当中。从时空的线索
角度，
小说中的生活背景是虚中有实的。
《红楼梦》的空间背景以荣宁二府和大观园为主，
谈空间总得有进有
出，
从林黛玉、
刘姥姥进贾府，
还有迎春嫁给孙绍祖来看，
小说在实写基础上又有很多艺术创作的空间。
曹立波围绕贾府中人物病症药方进行探讨，
指出亦存在实中有虚的特点。围绕这一问题，
她将贾府中人
的病症一一剖析，
比如从林黛玉服用的
“天王补心丹”
，
到
“病如西子胜三分”
。曹立波提到，
林黛玉有人面桃
花的病态美，
从她咳血来看，
她的病大概与肺心病有关。针对秦可卿服用的益气养荣补脾和肝汤，
曹立波还
专门咨询了北京中医医院的大夫。在她看来，
曹雪芹与书中人不是一对一，
而是一对多的关系。很多人物身
上都倾注了作者的情感，
甚至刘姥姥叩门打秋风，
也许折射有曹雪芹晚年举家食粥酒常赊的生活经历。（张）

2019 年第 4 期中版好书推荐
在炎热的夏日想要寻得一分内心的
宁静，翻开一本书、走进一个故事、了解
一段岁月是不错之选。高温带来的燥热
容易扰人心神，跟随本期历史、人文、法
律、艺术等多种主题尽在其中的中版好
书，
来感受
“心静自然凉”
的魔力吧！

本版编辑：张聪聪
E-mail：446459315@qq.com
排版：姚志英

社）该系列图书邀请陈佩秋等 30 余位艺
术家以许渊冲教授的唐诗、宋词、诗经英
译本为蓝本，创作了 300 余幅绘画作品，
以一画一诗（词），
汉英对照的形式推出。
《荣宝斋画谱 221：草虫部分》
（荣宝
斋出版社）画谱精选了潘君诺 40 余幅作
品，
比较全面地展示了其绘画风格变化。
《游法国看建筑》
（生活书店出版有
限公司）这是一本透过文化滤镜欣赏、认
识法国经典建筑的有趣之书。作者将法
国 9~20 世纪期间的主要建筑流向分为 4
个时期，并通过列举代表性的建筑物，浅
谈它们身后丰富多彩的历史故事与建筑
之间的关系。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沈 西

中版好书（2019 年第 4 期）
主题出版类
序号
1
2
3
4
5
6
7

书 名
精神的力量：改革开放中的邓小平
不凡的历程：陈云与改革开放
逄先知文丛（4 种）
乡村调研：宋家沟
支部音乐课：用歌声宣誓
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走进古田会议

编著
邓小平思想生平研究会 编著
陈云思想生平研究会 编著
逄先知 著
王维平 等著
人民音乐出版社编辑部 编
刘统 整理注释
洪武子、陈发来 著

版别
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商务印书馆
人民音乐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研究出版社

文学艺术类
序号
1
2
3
4
5
6

书 名
天使之耳
李白传
海昏侯新论
画说经典（汉英对照）
（套装 3 册）
荣宝斋画谱 221：草虫部分
游法国看建筑

编著
[日]东野圭吾 著
安旗 著
辛德勇 著
许渊冲 译
潘君诺 绘
罗庆鸿 著

版别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中译出版社
荣宝斋出版社
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

人文社科类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书 名
胡同深处的北京
山海经详注（插图本）
何以传世艺术文丛·师古还是求新——赵孟頫的艺术与时代
海外现行版权法译丛（全四本）
是枝裕和：再次从这里开始
刑法注释书
伦理学新说述要
大英殖民帝国
赢家法则

编著
刘选国 著
栾保群 详注
王连起 等著
张大伟 主编
[日]是枝裕和 著
何帆 编著
李泽厚 著
[英]阿尔弗雷德·考尔德科特 著
[德]博多·舍费尔 著

版别
中华书局
中华书局
人民美术出版社
东方出版中心
东方出版中心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华文出版社
现代出版社

少儿教育类
序号
1
2
3
4
5
6

书 名
草鞋湾
中华先贤人物故事汇（第一辑·15册）
中国儿童太空百科全书（4册）
邬家大巷
能演讲的猩猩
我的牙齿丢了

编著
曹文轩 著
胡辉、
阎扶、
谭伟雄 等 著
《中国儿童太空百科全书》编委会 编
伍剑 著
多多 编，
张文绮 绘
[波兰]帕维尔·帕夫拉克 绘、
著

版别
天天出版社
中华书局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连环画出版社
现代教育出版社

人 文 社 科 类 （9 种）
《胡同深处的北京》
（中华书局）该书是作者游走胡同，实地考察名
人故居、历史建筑、历史遗存、胡同现状之后的记录和思考。书中对胡
同现状的描述，
是一种现实主义的记录，
足以引起思索。
《山海经详注（插图本）》（中华书局）该书结合郭璞、吴任臣、郝懿
行、袁珂等多家注释，对《山海经》加以详细注释，将清人汪绂于《山海
经存》手绘的 418 幅图片移植于相应位置，
还编制了详细的名词索引。
《何以传世艺术文丛·师古还是求新——赵孟頫的艺术与时代》
（人民美术出版社）该书汇集了王连起、余辉、朱万章、杜娟、李永强等
一线学者，
对赵孟頫身世、
子嗣、
交游、
政治生涯、
宗教信仰、
书画创作、
美学思想，
及传世作品的断代、
辨伪等进行全新、
充分的整理和研究。
“海外现行版权法译丛”
（全 4 册）
（东方出版中心）该书是国家出版
基金项目，
由原国家版权局副局长阎晓宏作序推荐,囊括了现行世界知
识产权主要法律条例。
《是枝裕和：再次从这里开始》
（东方出版中心）日本著名导演是枝
裕和的最新作品中包含从未面世的随笔、私密访谈、深入生命的 66 部
电影，
收录了其日记、
书信、
60 余幅珍贵照片、
年表和作品解说。
《刑法注释书》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该书是一部以刑法为注释
对象，通过各种客观材料去注释刑法条文在司法实践中的实际含义，
并辅之必要的专业注解，
帮助读者全面、
快速地准确理解和适用刑法。
《伦理学新说述要》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该书由谈论康德绝对律
令混淆伦理内容与道德形式开始，主张将二者作外（伦理，外在规范）
内（道德，
内在心理）二分，
并
“由外而内”
讲道德的源起。
《大英殖民帝国》
（华文出版社）该书讲述了大英殖民帝国萌芽、兴
起、
扩张、
形成、
繁荣与衰落的历史，
对相关问题将一一解答。
《赢家法则》
（现代出版社）该书是博多·舍费尔的“生命之作”，他
26 岁时破产，仅 4 年半后他就实现了财务自由。作者设计了一整套训
练方法，
不仅能帮你解决目前的难题；
也能为未来的挑战做好准备。

少 儿 教 育 类 （6 种）
《草鞋湾》
（天天出版社）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 40 年代的上海。草
鞋湾路 108 号，
是大名鼎鼎的神探沙丘克的私家侦探所，
也是他和儿子
沙小丘的家。沙小丘 10 岁那年的一天，
沙丘克遇到了一件复杂而棘手
的拐卖案……
《中华先贤人物故事汇》
（第一辑）
（中华书局）丛书以翔实可靠的
史料为依据，以细腻动人的故事为载体，真实地呈现中华先贤人物的
事迹、
品格和精神风貌，
彰显他们的贡献和功绩。
《中国儿童太空百科全书》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该书是一套
适合 6~15 岁儿童阅读的原创科普启蒙百科。全书共设置 800 多个知识
点、
1000 多幅图片，
以图文结合的主题页形式介绍天文知识，
并融设有
AR 增强现实 APP，
带领小读者以中国视角认识宇宙和星空。
《邬家大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儿童文学作家伍剑的红色
儿童长篇小说《邬家大巷》，故事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汉阳。作者从一名
10 岁左右儿童的视角，
描述了小孩子眼中，
战争的残酷及家人的温情。
《能演讲的猩猩》
（连环画出版社）该书讲述了一只猿猴努力转变
成人的奇特生活经历的故事。通过让小朋友参与到书本中，亲手组建
故事场景，
完成书本制作，
来提升孩子对故事的注意力和兴趣度。
《我的牙齿丢了》
（现代教育出版社）书里有黑和白两种颜色，色差
鲜明的颜色代表了两个小朋友的内心。故事由一颗掉落的牙齿开启，
让各自戒备的小朋友逐渐靠近，
最后成为了朋友，
紧密相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