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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日，在全国文学出版界享有盛誉的第18届百

花文学奖颁奖典礼在天津举行。来自全国的50多位知名

作家、评论家及文学编辑参加活动。经过读者线上投票和

专家评审，共有24篇小说、10篇散文、3篇科幻文学作品共

37部作品获奖。蒋子龙、莫言、徐贵祥、苏童、毕飞宇、迟子

建、张炜、刘庆邦、于坚等作家作品分别获得短篇、中篇、长

篇小说奖和散文奖、科幻文学奖、影视剧改编价值奖。来

自《人民文学》《收获》《十月》《当代》《花城》《中国作家》《作

家》等原发文学期刊的19位编辑获得编辑奖。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吴义勤，天津市

委宣传部副部长、新闻出版局局长石刚，天津市作家协会

党组书记李彬、主席赵玫，天津出版传媒集团党委书记、总

经理杨红杰，天津出版传媒集团副总经理张云峰、纪秀荣，

财务总监姜玉军，纪委书记张云鹏，著名文学评论家任芙

康、王春林、刘大先，著名散文家穆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

学研究所研究员祝晓风，著名科幻文学作家郑军，著名作

家辛夷坞，著名编剧、导演吴有音、张莱等为获奖作家颁

奖。颁奖典礼由央广著名主持人林溪和子文主持。

蒋子龙发表获奖感言说：“《小说月报》是选刊，从全国

小说中选精拔萃，这样的奖不是从矬子里拔将军，而是从

将军里选元帅。《小说月报》是当代中国文坛最早的选刊。

近40年来，最出色的作家哪个没受到过《小说月报》的鼓励

和肯定？选刊的鼓励和肯定对写作者来说非常重要。”

第 18 届百花文学奖颁奖期间，还举办了文学影视论

坛、获奖作家进高校、“书香地铁·津彩阅读”主题系列活

动之一·百花文学奖获奖作品文化中心站诵读会等系列

活动。

百花文学奖前身为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创立的《小

说月报》百花奖，每两年1届。从2015年第16届起增设散

文奖项，升级为百花文学奖。第17届增设“影视剧改编价

值奖”。为追踪与及时呈现中国科幻文学的最新成果，从

本届开始增设“科幻文学奖”。35年来，百花文学奖始终坚

持以读者投票为最大权重，已成为读者、作家心目中颇具

公信力与影响力的全国性文学大奖。从历届获奖结果来

看，百花文学奖获奖者也代表着不同时期国内创作的中坚

力量与文学潮流。

35 年来，百花文学奖推出了一大批优秀作家、作品，

王蒙、张贤亮、张承志、冯骥才、蒋子龙、刘心武、阿城、梁

晓声、莫言、贾平凹、刘震云、刘恒、毕飞宇、苏童、迟子建、

方方、池莉、范小青等众多读者耳熟能详的作家，都有作

品获得百花文学奖。历届获奖作品中，中篇小说《绿化

树》（张贤亮）、《北方的河》（张承志）、《神鞭》（冯骥才）、

《燕赵悲歌》（蒋子龙）、《孩子王》（阿城）、《烦恼人生》（池

莉）、《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刘恒）、《妻妾成群》（苏

童）、《北京人在纽约》（曹桂林）、《一地鸡毛》（刘震云）、

《活着》（余华）、《分享艰难》（刘醒龙）、《天下无贼》（赵本

夫）、《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方方）、《师父》（徐皓峰）等，均

成为同一时期的文学精品，至今被广为传诵，产生了巨大

的社会反响。

百花文学奖对影视剧的贡献巨大。从入选第1届“百

花文学奖”的冯骥才的小说《神鞭》到入选第16届“百花文

学奖”的徐皓峰的小说《师父》，共有《秋菊打官司》《活着》

《天下无贼》《集结号》《周渔的火车》《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

活》《激情燃烧的岁月》《北京人在纽约》《潜伏》等34部作品

被改编成影视剧，几乎届届都有作品被改编。

第18届百花文学奖评选于2019年1月启动，评选范围

为《小说月报》《小说月报·原创版》《散文》《散文海外版》

《科幻立方》于2017~2018年刊发的作品。通过读者投票和

专家评审，最终综合评选出获奖名单。获得本届百花文学

奖的小说、散文、科幻文学作品，在思想与艺术上，对于当

下国内文坛也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引领意义。

莫言获奖作品《等待摩西》中以“等待”意象，试图建

立反映中国历史与现实的新文学景观，显示了莫言不懈

的文学追求与新的文学雄心。蒋子龙的《暗夜》反映了

他一以贯之的现实介入能力，以及令人敬佩的“同时代

人”精神。刘庆邦的《燕子衔泥到梅家》表达出人们对乡

土对故园的共同追问和求索。徐贵祥的《鲜花岭上鲜花

开》带领我们走进历史的纵深，去探寻被忽略、被淹没甚

至被误解的无名英雄。苏童的《玛多娜生意》揭示了当

下社会的“心灵之失”。徐则臣的《兄弟》传达出了“卑微

者的理想也不能被蔑视”的文学之声。张悦然的《大乔

小乔》直面时代现实，书写属于八零一代的独特记忆。

石一枫的《借命而生》用现实主义精神、浪漫主义情怀、

人道主义关怀开始了对现实的正面强攻、直视和拷问。

林森的《海里岸上》丰富了对经略海洋、逐梦深蓝的认

知。陈霁的《锦书 1990》不仅包含着对隐秘而美好的个

人情感体验的伤怀追忆，更糅入了众多面对社会变迁、

人事更迭时个体深切而复杂的生命体验与人生感喟。

于坚的《治多采风记》经由古老的诗歌传统“采风”，与地

理、历史、文化、宗教诸多因素复杂共振而获得诗兴。《松

浦居随笔》中，张炜热烈地坚持纯粹的文学核心，又温煦

地始终保持与潮流的距离，充满哲思。熊育群的《双族

之城》立足于鲜活的文化现场，坚持回到生活世界本身，

让文化如其所是地显现。王元的《火星节考》可以视为

作为后嗣的科幻文学与作为母体的传统文学砥砺互补

而结出的硕果。

以品牌文学期刊为平台，以读者心意为基础，百花文

学奖评选方式的公正性与评选结果的权威性，赢得了广大

作家的认可、读者的点赞，不仅记录了中国文学的成长，同

时也成为备受关注的文坛盛事和中国文学创作出版的“晴

雨表”，影响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作家、编导、读者和观

众……百花文艺出版社社长薛印胜满怀信心地表示：35年

初心不变，我们相信文学的力量永存，情怀总在。期待下

一届百花文学奖，再次共同见证文学的力量。 （樊国安）

短篇小说奖
储福金《棋语·搏杀》、

苏童《玛多娜生意》、毕飞宇

《两瓶酒》、蒋子龙《暗夜》、

莫言《等待摩西》、任晓雯

《换肾记》、徐则臣《兄弟》、

黄咏梅《给猫留门》、刘庆邦

《燕子衔泥到梅家》、汤成难

《鸿雁》。

中篇小说奖
孙频《光辉岁月》、张悦

然《大乔小乔》、房伟《猎舌

师》、徐贵祥《鲜花岭上鲜花

开》、石一枫《借命而生》、胡

学文《龙门》、迟子建《候鸟

的勇敢》、林森《海里岸上》、

张欣《黎曼猜想》、杨少衡

《鱼类故事》。

长篇小说奖
红日《文联主席的驻村

笔记》、周建新《王的背影》。

散文奖
李万华《丙申年》、钱红

莉《春有信》、陈霁《锦书

1990》、于坚《治多采风记》、

韩浩月《给某某的信，兼致

故乡》、张炜《松浦居随笔》、

傅菲《每一种植物都有神的

面孔》、徐可《大敦煌》、熊育

群《双族之城》、黄桂元《栖

居于潮落潮起》。

科幻文学奖
霜月红枫《心殇》、汪洁

《时间囚笼》、王元《火星节考》。

影视剧改编价值奖
王可以《可以在路上》、

瑛子《我的博士女友》。

编辑奖
吴越、王小王、徐则臣、

吴昊、宁肯、于文舲、周明

全、李双丽、孔令燕、走走、

李兰玉、季亚娅、陈崇正、王

彪、刘汀、杨瑛、王童、马小

淘、崔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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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子龙（右）发表获奖感言

文学与影视作品改编论坛现场

第18届百花文学奖获奖作家合影

大型出版项目的编辑出版之道
■王怀龙

2019年9月6日，重庆出版集团在国家图书馆举行《大足

石刻全集》出版座谈会。作为目前国内首个大规模针对单一

大型石窟群的考古报告，《大足石刻全集》从立项到出版用时

8年，是一个科学严谨而又浩繁的系统工程，在运营、管理、编

辑、制作等诸多环节有别于一般图书的操作模式。

从考古到出版，再造一个大足石刻

大足石刻是重庆市大足区境内所有石窟造像的总称，现

被列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窟多达75处，造像5万余尊，

铭文10万余字。它开凿于初唐，至两宋达到鼎盛，余续延至

明清，以佛教造像为主，儒道造像并存，是中国晚期石窟艺术

的杰出代表作。千百年来，造像裸露于崖面，历经风吹、日

晒、雨淋、冷暖交替等自然因素作用，已进入高速风化期，最

终将逐渐消亡。加快考古研究和遗迹信息整理，传承优秀历

史文化已经刻不容缓。

基于此，重庆出版集团与大足石刻研究院，决定联合开

展全区域考古学研究，以考古报告集的形式编撰出版《大足

石刻全集》（下称《全集》），以期在可预见的未来，当现存大足

石刻风化消亡之后，可以据此再造一个大足石刻。《全集》于

2019年6月正式出版面世，收录了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

北山、宝顶山、南山、石篆山、石门山等五处石窟考古研究成

果，共 11 卷 19 册，版面文字 1200 万字，其中考古记录文字

252万字，各种图件3539张，图版5170幅。

摸着石头过河，探索新的编辑出版模式

形式服务于内容。为尽量体现《全集》完整性和科学性，

其整体构架、体例是随着考古报告的不断完善而渐次调整

的。《全集》在2013年增加了龛窟测绘图；2014年对新发现的

40 处石龛摩崖造像以及 20 多处佛龛铭文进行了整理与增

补；2017年《全集》出版规模由9卷17册变更为11卷19册，

增加了第 10 卷《大足石刻历史图版》、第 11 卷《附录及索

引》。第10卷是基于对1940年初梁思成、刘敦桢等中国营造

学社部分成员在大足考察期间所拍照片的新发现而增加的。

既是出版者又是编撰者。《全集》作为大型考古报告，重

庆出版集团既是出版者又是编撰者，承担了整个图版拍摄任

务。为此，集团组建了专业团队，专做《全集》项目。2012年

成立摄影组、拓片组，项目正式启动。2012年3月至2017年

10月，在5年多的时间里，全面开展拍摄工作。考古拍摄不

同于艺术拍摄，要求摄影师对石窟造像的内涵有深刻的理解

和把握，从而在拍摄时能够准确表达其精神。现场考古记录

和测绘则由大足石刻研究院和专业测绘公司分别组建专业

团队负责。

打破传统编排流程。图书出版流程一般是书稿齐清定

后再进行编辑和排版设计，但《全集》涉及的排版内容有文

字、线图、图片、效果图、注释等，各种展示图片类型标准和作

用有所不同，且图件、注释均需与文本内容一一对应匹配。

为此，《全集》采取先由作者与编辑共同参与设计排版，再共

同审稿，边审边改，将复杂的版式、可用的图件一一清晰、明

确展示出来，作者、编辑和排版三方人员对文图版式共同把

脉，现场办公，及时处理排版突发情况，有效减少重复劳动、

无用功。

细节决定成败，办法总比困难多

在后期具体的编辑、设计制作和印制环节，都遇到了新

问题，一度制约了项目推进，集团专门成立了审稿、编辑、设

计、印制四个攻关小组，反复试验、集思广益，突破一道道技

术难关，积累了成功案例。

线图排版：《全集》线图原格式为cd格式，与设计排版的

InDesign软件不兼容。起初采用常规的植入线图模式，导致

所有线图比例都有部分错位、混乱和遗漏。通过数次试验，

最后找到一个解决办法：将cd格式的线图全部转为ai格式，

并且逐张调整ai里面的线条粗细，保持比例不变、线条粗细

不变，并建立单独文件夹，以链接文件夹的方式在InDesign

里面进行排版设计。

图片校色：《全集》图版数量大，且全部为RAW 无损格

式照片，是未经过任何软件处理，直接由感光元件生成的原

始图像，即为未经过白平衡、降噪、锐化等数字化处理的文

件。但是由于石窟颜色各异，同一龛窟拍摄时间不尽相同，

为确保色调一致，每一张图版至少需要三次校色处理：第一

次是在 RAW 格式里校色，第二次是由 RAW 格式转为 TIF

格式，最后在TIF格式里再次校色。

拓片铭文：《全集》中的拓片，大多系1993~1995年重庆大

足石刻艺术博物馆所拓，由于时间久远，一些资料和拓片对不

上，识别过程中出现错字、漏字，更有资料上有识别文字而拓

片没有这个字的情况。为了能将铭文识别出来，此次采取了

直接使用图片的方式，而不用一一电脑造字，更直观、更实用。

印刷制作：《全集》图版多、精度高，如何在后期印刷过程

中保证石窟造像细节最大程度还原以及保持全书色调一致

是一大难题。为此，采用300线高精度印刷工艺，五色印刷，

同时对个别地方采取过油处理，保证了图片精度。采用精确

分色、曲线分色，以丰富图文的色彩信息；选用高质量纸张和

油墨，以达到理想的色彩表现。

《全集》这一大型出版项目的顺利出版，是众多学者、编

者、出版者智慧心血的结晶。在9月6日《全集》出版座谈会

上，中宣部出版局、中国版协、中国编辑学会、中国图书评论

学会领导和中国社科院、国家文物局、北京大学等文物考古

专家对《全集》的编撰出版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全集》的出

版向世界展现中国在保护世界文化遗产方面取得的卓越成

就，填补了我国在大型石窟考古领域出版的一项空白，为考

古出版树立了典范，具有里程碑意义。

《北京城市影像志》探索地方图志写作新方式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近日，由北京出版

集团主办的“影像北京 民生记忆”《北京城市

影像志——新中国成立70年北京百姓生活变

迁史》图书首发式暨图片展开幕式在北京市方

志馆举行。北京出版集团总经理曲仲，北京市

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

室副巡视员刘岳，北京市委宣传部出版处调研

员张瑞江，以及该书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

理论研究所所长夏春涛，中国摄影家协会原副

主席、著名摄影家邓维，著名摄影家李江树,该

书主编李健等出席活动。

据曲仲介绍，《北京城市影像志》一书的出

版和图片展览，得到了北京市委宣传部的指导

以及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

委员会办公室的大力支持。该书以“影像叙史”

的方式，响应史学、方志学的一次有意义的尝

试，通过影像记录的方式展现寻常百姓视角和

百姓身边故事，具体阐释了“中国梦归根到底是

人民的梦”，彰显了在党的领导下首都百姓向幸

福生活不断迈进的生动过程，希望这部书和图

片展能成为大众了解北京历史文化、北京百姓

生活变迁、北京70年发展历程的又一窗口。

《北京城市影像志》是北京出版集团围绕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策划推出的大型主题出版

图文书。该书以时间为脉络，以镜头为线索，

通过“北京映像”“北京故事”“北京纪事”3个部

分，纯粹以百姓生活写真为主要内容，相对完

整、客观地梳理和呈现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北

京百姓生活的变迁史。同时，以小切口记录大

时代，探索了地方图志新的写作方式，是响应

史学、方志学“影像叙史”理念的一次有意义的

尝试。该书具有两大特点：一是图文并茂、构

思新颖。二是以小见大、视角独特。

与会嘉宾从自身多年摄影工作经历与参

与图书编纂的过程出发，深入浅出地探讨了

《北京城市影像志》出版的历史意义、学术价值

和社会效益。

据了解，与图书首发同步开幕的图片展于

11月6日~12月31日在北京市方志馆展出。该

展览展出近百幅书中精美图片，从百姓衣、食、

住、行、娱5个方面唤起民生记忆，勾画民生轨

迹，重现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北京的奋斗与实

践，唤起现场观众对往昔岁月的深刻回忆。

（穆宏志）

《共和国画卷上的红色经典》全景展现民族奋斗史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11月10日，由江西美

术出版社出版的《共和国画卷上的红色经典》新

书发布会暨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著名美术

评论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薛永年，该书主编、中

国国家博物馆原副馆长、中国汉画学会会长陈履

生，《美术》杂志主编尚辉，北京大学教授丁宁，国

家画院主编王平，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曹庆晖，中

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郑工、华天雪，人民日报社

美术编辑室主编徐红梅，中国美术馆副馆长安远

远，北京画院研究部主任吕晓，中国国家博物馆

研究员朱万章，中文天地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刘浩，江西美术出版社

社长周建森等出席活动。薛永年、陈履生、刘浩、

周建森共同为该书揭幕。江西美术出版社向中

国美术馆等机构赠书。

刘浩表示，该书是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

礼的精品力作，讴歌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建立的丰功

伟绩，全景展现了党带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民族奋斗史。希望借学术

研讨会的契机，让读者更加关注新中国绘画的

历史大跨越和创新发展，携手好书，满怀自信，

共同走入新时代。

据周建森介绍，《共和国画卷上的红色经

典》立意高远、价值厚重，从耳熟能详的维度、

从美术的视角切入，发出了岁月深处时代的声

音，体现了革命过程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

今年是江西美术出版社建社30周年，周建森谈

到了作为新时代出版人心中的愿景，并希望继

续加强与各学术机构和学者专家深入的合作，

推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在陈履生主持的学术研讨环节，专家学者

深入探讨《共和国画卷上的红色经典》，系统梳

理和挖掘新中国美术的丰富内涵。该书以绘

画的经典形象地展示新中国的伟大成就，总结

了新中国绘画划时代成就和历史经验，对继承

和发扬中国美术的新传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该书具有三大特点：一是内容翔实，整理

系统，重视基础研究的传统；二是编者不满足

于编录图典，具有学者的问题意识，将全书分

为五个板块，分别为“脊梁”“伟业”“建设”“农

业”和“军事”；三是有图有文，绪论与图典相结

合，对于当代创作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穆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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