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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社开启新中式美学跨界对话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日前，
化学工业出版社在京举行
“在雅集”
主题分享会。该社旗下出版品牌麦客
文化推出的新书《中国人的风雅：
二十四节气听古琴》的两位作者霁月和巫娜，
与读者畅聊新中式生活方式。
《中国人的风雅：二十四节气听古琴》以中国传统二十四节气为框架，从文学、美学的视角，对每一节
日对应的古琴曲进行解读，
还原中国古代文人风雅的生活方式，
感悟
“琴道”
背后的诗意，
让读者了解古琴
这一历史悠久的艺术。该书附赠雅集别册，提供二十四节气不同的中式聚会方案，使读者对新中式生活
方式产生兴趣，
为生活提供灵感。

“新中式雅集”的发起人、倡导者、生活美学作家霁月指出：
“如今，我们在城市里生活，仍然信羡古人
的风雅聚会，
所以沿用了
‘雅集’
这个名称，
也是为了将一切有关当代中国的、
中式生活方式的聚会区别于
西方的沙龙派对，把崇尚中式生活方式的朋友之间的主题聚会称之为‘雅集’”。三五好友，廿四茶盏，从
细小和微妙入手，着眼于一期一会，执着于自己的本心，寻找当代中国精致生活方式的美好日常，可以称
之为“新中式雅集”。这种基于中式审美的新社交方式代表了当代中国的美学追求与生活理想。主持人
杨锦麟从当代传媒的角度探讨新中式雅集的核心，
浸染音乐艺术数十年的古琴艺术家巫娜从古琴与本心
的角度探讨新中式雅集的效果和意义。活动现场，
该书合作品牌
“缦学堂”
“万仟堂”
“于小菓”
带来了茶道
表演、
点心制作展示以及古琴表演，
展示新中式生活美学方案。
（董 琦）

■受访人：张 鑫（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博士） 王二华（电子工业出版社编辑）
□采访人：孟丽媛（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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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马平安﹃华夏传统政治文明﹄书系有感

好一盘热气腾腾的﹃历史饺子﹄

■李佳明

□被催稿的感觉如何？
■张 鑫：首先我要说一声：
“ 抱歉！”考研图书的写
作一般都有团队，每人各写一部分然后综合起来，但黑
皮书中的 5 门课，全由我依靠 30 年的研考教学经验来
写。为了保证书的质量，
为了让考生能拿到比较严谨的
教材，我写作的时间有点长。我会提高效率，2021 年应
该不会存在拖稿的问题。
□“从高手到高分，打通考研政治的任督二脉”，为
何选择这句话放在书封上？
■张 鑫：
这句话是黑皮书的宗旨。
“任督二脉”
指的
是静脉和动脉，静脉是万变不离其宗的东西，动脉给肌
体以动力和营养。具体到考研当中，
例如马克思主义的
基本原理，
这些相对稳定、
不变的核心考点就可以叫
“静
脉”。近些年考试主要考察考生对知识融会贯通的程
度，需要考生有自己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黑皮
书不仅要让考生掌握核心考点，
还要考生在思维脉络中
形成自己的答题能力。
□很多考生迷恋猜题、
押题，
您觉得有用吗？
■张 鑫：
人类的本性就是想走捷径，
花最小的功夫
去获取最大的成功，
但在学习上不付出努力就想拿高分
估计很难。一个理论体系的形成，
不是花两三天背一下
就行。无论哪个大师，
永远都猜不到要考哪个材料的哪
个角度，
猜题、
押题毫无意义，
但是考生们不懂这种营销
套路。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这是重点，
但是从哪
个角度考？怎么考？今年是五四运动 100 周年，
是重点
肯定考，
我也知道会考，
但是有用吗？没有用！
□考生怎样准备考研政治才能拿高分？
■张 鑫：有一句话叫“因材施教”。千篇一律的说
教不是科学的态度，
但普遍性的东西是有的。黑皮书的

□您在书中标记的考点总共有多少？
■张 鑫：黑皮书中标记的是整个知识体系中需要
完整理解的原理，
有 1397 个选择题考点和 126 个分析题
考点。采用新教材之后，选择题考到了里面的 287 个，
另外潜在的还有 1110 个考点可以考；分析题考过其中
的 90 个，
还有 36 个有可能会考。
□是否有方便考生学习的网络课程？
■张 鑫：我从 2005 年开始在网上点评考试真题。
2008年人民网邀请我去点评考研政治之后，
各个机构才开
始点评，
我也是第一个在腾讯课堂里直播考研政治课的，
尽
管听课的人数可能没有其他老师高；
之后，
我也会配合电子
工业社录制视频课，
做好对考生的知识服务。
□对黑皮书系列是否有其他规划？是否与互联网
平台达成合作？
■王二华：
我们一直在推张鑫老师的个人品牌，
在京
东、
当当等电商平台以最大力度推黑皮书系列。张老师的
视频课也正在录制当中，
会以电子社的网络平台作为主战
场，
分发到各个平台；
目前已经和智慧树达成合作，
其他平
台还在协商中；
张鑫老师的视频课也会和实体书一起投放
到图书经销商的渠道，
希望能帮助更多考生圆梦。

爆笑而又温柔的童真世界

——读
“美国桂冠儿童读物·胆小鬼阿文”系列
■黄 馨
“美国桂冠儿童读物·胆小鬼阿文”系列是由美国
获奖华裔儿童作家陆丽娜联手知名亚裔插画家范黎
渊重磅打造的系列图书，曾获得美国 9 项儿童大奖。
这套书将一个小男孩的世界逐渐展现在读者面前，充
满乐趣而又引人深思。
在作者的笔下，阿文是一个特别胆儿小的小男
孩，他害怕很多很多东西，对意
外事件充满恐惧。他跟每一个
普普通通的小男孩儿一样，脑
袋里充满各种奇奇怪怪的小心
思，说着在大人看来莫名其妙
却符合孩子逻辑的话。他喜欢
扮“鞭炮大侠”，喜欢一切超级
英雄，但面对意外事件时，第一
反应却只是怯生生地躲起来。
在他眼里，妹妹安妮是一个小
捣蛋，哥哥卡文无所不知，妈妈
温 柔 而 甜 蜜 ，爸 爸 像 个 大 朋
友。他喜欢爸爸妈妈喊他“儿子”，然后给他一个大大
的拥抱；喜欢遇到什么事都去向哥哥寻求建议，得到
一个个靠谱或不靠谱的忠告。
阿文的同桌弗莉“戴了个眼罩，一条腿比另一条
长”，阿文说她是酷炫的海盗；阿文的叔叔给了他一只
蝙蝠侠戒指，他便从中得到了无穷的勇气，以至于在
找不到蝙蝠侠戒指时，立刻陷入崩溃……这些可能是
只有孩子才能理解的逻辑、只有孩子才能看到的纯真
世界。这套书就像只属于孩子的童话，并把孩子的每
一个小烦恼放大成一大段妙趣横生的情节。
而最令国内小朋友惊喜的是，
作者的华裔身份给这
套作品增添了许多中国元素——阿文的外公和外婆都
是中国人，
插画中的人物形象都带有中国人的特点。甚
至在署名时，作者也坚持使用自己的中文名字。可以
说，
这套书所讲述的故事无关国界，
而是每一个普普通
通的小孩子都可能遇到的事情，
书中的对话也是可能会

从每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孩子嘴里说出来的话。
阿文的世界是爆笑的。作者用孩子的视角，描述
了阿文生活中遇到的一个接一个的事件。孩子的动
作和语言、孩子的烦恼、孩子的处理方式，每次都闹出
充满童心童趣的大笑话，带着蓬勃的乐趣，阿文则在
一次次的闹笑话中成长起来。
阿文的世界也是充满温柔的。为了克服害怕上
学的心理，每个月阿文都要去看一次心理医生，但当
他在心理医生那里将事情搞砸
了之后，爸爸却只是带他去吃
冰激凌，然后和他进行了一次
“ 敞 开 心 扉 、男 人 对 男 人 的 谈
话”。没有责骂和惩罚，只是进
行了一次温柔的教育。然后，
阿文挺起胸膛跟着爸爸回家
了。阿文说，这是“最美好的时
光”。而这也是我看过的最美
好的教育方式。
·
令 人 印 象 最 为 深 刻 的 ，是
在《闹鬼真要命》这本书里，阿
文逐渐接受和理解了死亡这一概念。起初他对死亡
充满恐惧，害怕外公突然离开。但外公对死亡的平静
使他开始感到疑惑：难道死亡不是最可怕的事情吗？
可外公说，最可怕的事情是“当我还有机会的时候，没
有真正享受过生活”。一天下午，阿文与安妮玩挖坑
游戏，让安妮把自己埋起来。这时，安妮把自己最喜
欢的小毯子剪成两半，分给阿文一块，
“ 因为你害怕
呀”。阿文不知道该说什么，
“当有人把世界上最棒的
秘密武器给了你的时候，你能说什么呢”。阿文躺在
那里思考了很多，用脸颊摩擦着安妮的半块毯子。我
们无从得知他思考的过程，但我们知道，他决定勇敢
地去参加外公的朋友的葬礼——勇敢地直面死亡。
阿文便是在这样爆笑又温柔的世界里成长着。
这也就是孩子的世界，每天都充满惊喜和惊吓，而大
人们所需要做的，就只是耐心地、温柔地等待他们成
长，
就像小王子守护自己的玫瑰花儿一样。
﹃美 国 桂 冠 儿 童 读 物
胆 小 鬼 阿 文﹄系 列 陆 丽 娜
著；范黎渊绘；向丽娟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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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平安新出版的“华夏传统政治文明”
书系给我的最大感受就是：
好一盘热气腾腾
的“历史饺子”。因为这 4 本书通俗、精彩、
接地气，
引人入胜。其实这也是马先生在序
言中的心愿，就是要写出学术力、思想力和
感染力三者统一的
“大众学术作品”
，
如同饺
子也是国人喜爱的大众美食。
来说说这盘
“历史饺子”
好在哪？
首先，
“ 馅儿”好。内容全面、周到、精
彩 。 马 平 安 的 4 本 书 ，在 我 读 来 ，恰 好 是
“总-分-总”的合理结构，既有全局的梳理
又有个例的血肉，
既有历史的再现又引发当代的思考。
4 本书，3 种“馅儿”：
《走向大一统》说的是“中华之
根”
。这
“根”
就是
“大一统”
，
而且作者强调：
“大一统”
不
仅是政治形态，更是“中华民族得以存在和发展的组织
形态与文化心理心态。
”
《传统士人的家国天下》和《政治
家与古代国家治理》说的是“中华之人”。很有意思，针
对这两本书，作者选择的分别是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
家。在我看来，
思想家和政治家，
就如同一个是
“在野群
体”
，
一个是
“执政群体”
，
他们都对中华历史的演进做出
了贡献，两本书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名
言做了注脚。而最后一本《晚清政治地图》，在我看来，
说的是“中华之痛”。因为这本书会对中国近代史何以
带给我们屈辱感，
中华民族发展之路何以有如此重大挫
折，
做出深刻的分析。最后一本书引发的是知耻而后勇
的历史担当。
饺子好吃，除了馅儿要可口，还要面和的筋道和煮
的火候掌握好。这就是要看马平安几十年的学术修养
和为人的性格了。如果说古有“春秋笔法”，表明著史
者褒贬之态度，那么作者的“平安笔法”似乎就是“褒
贬+性情”
的结合。有例为证。
在《走向大一统》一书中，作者十分欣赏吕不韦，所
以在一系列分析论证之后，作者毫不吝啬地称其为“一
位具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
“ 是中国历史上以个人财
富影响国家历史进程的第一人”，并称吕不韦的《吕氏
春秋》
“是在大一统的政治体制即将形成的时代，为推
进这一历史进步所进行的文化准备”。作者认为，秦朝
的短命，就在于没有贯彻执行吕不韦的思想。学术观
点尽管可以争论，但这样的表述，至少让读者感到痛
快。让表述有爱憎，
让历史有温度。
在全书的最后，作者单辟一节，罗列出今天我们当
思考和警示的 15 条经验和教训。读完这 15 条，合上书
本，
你会看看窗外，
进入现在的生活，
带着深深的思考和
担当。这就是好的历史书，
带给人的最大的感动。
钱穆先生曾说过：不读中国史，不懂中国人。而作
为中国人，不懂中国史，就是不懂自己。所以推荐这盘
热气腾腾的“历史饺子”给大家，就是因为它是我们每
一位中国人必不可少的精神的营养、
精神的食粮。

《考研政治思维脉络考
点 精 析》张 鑫 著 电 子 工 业
/
出 版 社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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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版 /
元
88.00

□祝贺2020年张鑫考研政治黑皮书《考研政治思维脉
络考点精析》已顺利出版。王老师您是如何发现张老师的？
■王二华：我和张鑫老师相遇比较偶然，在闲聊中
我发现他有深厚的哲学底蕴，
后来才知道他是北京师范
大学的哲学博士，
从事高校
“两课”
教学 30 余年，
担任全
国 20 多家知名考研辅导机构首席主讲，
也是人民网、
新
华网等权威网站教育频道特约考试点评专家。我们经
过多次沟通，
才确定黑皮书在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考
研书基本上就一年的生命周期，能早一天出版，考生就
早一天看到，
书在市场上也就能多生存一天。因为考研
大纲变动很大，张老师调整书稿的动作也很大，我们催
书稿没少给张老师打电话。

前言中就介绍了学习方法。
每年 3~6 月是打基础的阶段。考生要了解政治理
论考哪五门课，每门课考多少分，在试卷中怎么体现。
比如说考研政治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考 24 分，考试
形式是单选题的第 1~4 题共 4 分，多选题的前 5 题共 10
分，
还有一道分析题和试卷第 34 题的其中一个小题，
共
10 分。当然还要研究这 9 个选择题和分析题分别是从"
“马原”
八章内容中的哪章考的。
第二阶段是 7~9 月的强化阶段。考生了解完命题
特点、
命题规律之后，
就要深入、
细致地理解考点。黑皮
书里的各种标记，
都是单选、
多选、
分析题的命题点。在
讲课的时候，我会通过黑皮书帮助考生深入、细致地理
解这些考点，
然后用 900 题帮助考生巩固。
当然还有 10 月以后的冲刺阶段。考研政治考的是
实战能力，就是把暑假学过的原理和材料对接起来，形
成考生的做题能力。我们有一个六套卷专门收集当年
的时政大事，
每年的考题都能在六套卷里找到影子。只
要这三个阶段坚持下来，
考个理想成绩不难。

■阳 梅

保护知识产权：面对新情况 要有新举措

电子工业社《考研政治思维脉络考点精析》

据有关部门统计：
2018 年研究生报考人数为 238 万，
比 2017 年增加
37 万人，增长 18.4%；2019 年报考人数达 290 万，比 2018 年增加 52 万
人，增长 22%。有机构预估，未来几年报考人数将保持 15%~20%的增
长率。由此估算，
2020 年报考人数约为 330 万~350 万。
就出版细分市场来看，考研政治类图书的争夺也将呈白热化趋势，
电子工业社新近出版的《考研政治思维脉络考点精析》，及时抢占制高点
——该书作者张鑫在考研政治领域深耕 30 年，近日，商报记者特别就该
书采访了作者及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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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以来，少儿出版显示出了
较强活力以及成长性，在高速发展过
程中，也遇到了困难和干扰，其中盗版
现象更是历来困扰少儿出版的痼疾。
盗版现象花样翻新。以湖南少年儿
童出版社为例，
仅今年 4 月~5 月，
单从总
编室渠道收到的全国各地文化执法大队
寄来的关于配合鉴定盗版图书的来函处
理就有 5 批，
分别来自北京、
河南、
山东
等地，涉及需鉴定的样本多达 55 个品
种、
100个样本，
经确认，
提供的样本中有
22 本为正版，其余 78 本均为盗版。当
然，
这反映的仅仅是当下图书市场盗版
猖獗的缩影。另一方面，
随着盗版的日
趋严重，
少儿图书市场渠道多变而复杂，
在多重因素的作用下，
出版社在各渠道
的市场维护工作难度进一步加大。
除了品种数量多之外，
盗版图书主
要呈现出以下变化：
一是盗版图书产品
类型增多，涉及更多常销、畅销品。二
是盗版图书工艺提升，
一般的消费者难
辨真伪。三是盗版图书传播渠道增多，
线上线下均有涉及，
尤其是随着线上渠
道的发展，网络盗版产品激增，盗版者
常常以低价诱导消费者购买。
盗版现象为何有生存土壤。盗版现
象是多年来的顽疾。一方面，
盗版者想尽
办法谋取非法利益，
其手段和形式层出不
穷，
另一方面，
在低价吸引下，
部分愿意购
买劣质盗版书的消费者不占少数。究其
原因，
主要是这部分消费者对图书生产过
程缺乏了解，
使得他们认为当前图书定价
太高而选择购买劣质出版物。
但就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实际情况而言，
其
图书定价一直处于合理区间，甚至多年未有提
价，在全国少儿图书品种定价上处于低水平阶
段。近年来，
由于稿费、
纸张等直接成本的上涨，
作者稿费、税费等各项成本的提高，再加之各类
渠道的低折扣挤压，尤其是电商的无序化竞争，
各类打折活动，劣币驱逐良币，使得少儿图书市
场的正规出版方几乎无利润可言，
给出版企业带
来了非常严重的生存挑战。
合理应对新形势势在必行。为了促进整个行
业健康有序发展，
加大打击盗版的力度势在必行。
盗版者违法成本低，单凭出版社人力、物
力，实在力所不能及。就目前而言，出版社在发
现盗版品种时走流程投诉、处理的速度，远远赶
不上盗版书商上架、
售卖、
走人的速度。
在目前的电商销售环境下，反盗版工作取
证困难，打击网络盗版举步维艰。要解决这一
难题，一方面，各级各地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
在对线下出版物进行查处的同时，建议加大对
线上网络平台的监管，为出版社提供涉嫌侵权
的问题线索；另一方面，各单位要与网络平台方
成立反盗版工作小组，通过电商平台对售卖盗
版品的店铺加大打击力度。
除了出版社自身有义不容辞之责任外，
文化行
业主管部门也应不断加大开展反盗版宣传教育工
作，
提升版权意识。在打击盗版等维护知识产权方
面，
希望主管部门能够拿出更多手段和方法来，
让
出版社能够将精力更加集中在出版本身，
沉下心来
认真做好文化传播等工作。
面对当前性质恶劣、范围广泛的盗版形势，
光靠一家或几家主管部门的监管还是不够的。
读者、
作者、
出版社、
协会、
著作权行政执法部门、
公安部门等之间应建立起联动机制，
在全国各地
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
互为保障，
互为支持，
形成
一个强有力的反盗版联盟生态圈。首先，
要实现
有效联络和协调，设立读者举报热线和信箱，增
强公众参与程度；搭建信息交流平台，实现反盗
版工作经验共享。其次，要实现集体维权，通过
反盗版联盟实施统一、联合的法律行动，共同打
击盗版。最后，
向著作权行政执法部门反映版权
行业的实际情况和诉求，
协助政府部门和司法机
关的版权执法工作，
为国家关于网络版权立法活
动进言献策。
建设少儿出版强国，必须增强全民族的文
化创造活力。保护知识产权、打击侵权盗版，是
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少儿读物盗版物不仅恶意
侵占出版资源，损害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更严重
的是以其粗制滥造、错讹百出的内容破坏文化
生态环境，更有甚者，其劣质油墨及其气味会危
害少年儿童身体健康。加大对盗版图书产品的
打击力度，将有助于净化少儿出版及整个出版
市场，
营造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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