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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二届书评大赛启动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日前，“深阅读·书写另一种可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二届书评大赛开场

活动“了不起的阅读”文化对谈在桂林独秀书房·旗舰店拉开帷幕。当下最具影响力之一的读书博主都

靓、新京报书评周刊编辑罗东与抖音头部知识博主亲爱的安先生等嘉宾在线上就“深阅读的意义”“如何

拓宽阅读的边界”“如何进行视频书评创作”等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就疫情下的阅读与书写进行了多

角度的对话。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董事长助理张俊显、广西期刊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编辑梁艺、上海晨光

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魏小亚等领导、嘉宾，以及现场40多位观众、线上2000多位读者一同参加了本次活动。

张俊显致辞并宣布大赛启动。他表示，长期以来，广西师大出版社以“为了人与书的相遇”为理念，持

续举办了阅读一小时、“加油！书店”等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阅读推广品牌活动。期待在本届书评大赛中，

与更多志同道合的伙伴携手，促推更多人与书的相遇，进一步助推全民阅读良好生态的形成。

广西师大出版社首届书评大赛于2020年举办，大赛广受赞誉和读者好评。此次第二届书评大赛的举

办，既是对于上一届“深阅读”理念的延续，也是“为了人与书的相遇”的再出发。

据了解，本次大赛由广西师大出版社联合“好书探”等20余家媒体、平台，以及数十家书店、读书会、社

群、全国高校、中小学等机构共同发起。本届大赛还特别设置了主赛道和附加赛道（视频赛道、春苗赛道），

主赛道和视频赛道面向全年龄段，春苗赛道仅面向中小学生，读者可选择符合要求的多个赛道参赛。大赛

征稿时间从6月19日持续到9月19日，将于11月举行颁奖典礼。 （秦念 钟梓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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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樊希安先生致力

于基建工程兵题材的系列文

学创作，取得了丰硕成果，今

年3月其新作长篇小说《黄金

团》出版。

该书是作者从黄金部队

一个团为切入点，记叙了黄金

部队指战员在山东莱州湾建

设三山岛金矿的战斗历程中，

为完成工程任务而牺牲奉献

的感人故事，反映了他们在面

对家与国时候所表现出的忠

诚与勇敢，反映了黄金部队特

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精神

品质，塑造了黄金部队可歌可

泣的一代英雄群体。樊希安

先生紧紧围绕自己在基建工

程兵工作生活的亲身经历，坚

持他在和平时期人民军队投

身国家基础性工程项目建设

这一新领域中的文学追求，形

成了他鲜明的文学创作特色，

为广大读者奉献了一部部具

有强烈时代感和史诗般的精

品力作，为军旅文学开辟一个

新的百花园。我有三点突出

感受。

第一，展示了一个老兵的

家国情怀。从长篇小说《黄金

团》的字里行间，我深深感到

作者樊希安是一个有家国情怀的作家。他把

最美好的年华献给了基建工程兵，对基建工

程兵有着很深的感情。多年来，他始终不忘

初心，没有忘记曾战斗工作生活的基建工程

兵岁月。他不辞辛苦，通过查阅资料，实地考

察，对基建工程兵相关的历史作了艰苦、严

肃、认真的梳理和研究，把许多平常的人和事

创作为一个个鲜活生动的文学形象，他用40

万字的长篇小说《黄金团》为这支英雄部队树

起一个永远的文学丰碑。《黄金团》作为基建

工程兵的分支，来自于基建工程兵，有着基建

工程兵的基因血脉和精神传承。所以说，我

认为《黄金团》是《乌蒙战歌》等文学作品的姊

妹篇，用文学的形式抢救性地为黄金部队写

史立传，为每个黄金部队指战员书写了军旅

人生传记。同时，更深刻地反映了黄金部队

金子般的宝贵精神，为这支英雄的部队留下

了一部厚重的文学记忆。

第二，体现了一个老兵的责任担当。我

有幸结识了许多从基建工程兵转业退役的老

兵，他们不仅对基建工程兵有深厚的情感，而

且特别怀念基建工程这个特殊兵种。基建工

程兵短暂的历史就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他

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永远放不下的夙愿，

就是想通过媒体、出版物、影视片等反映传播

他们引以自豪的那段历史，告诉我们的后人，

告诉我们的历史，不要忘记曾为国家基础建

设做出过重大历史贡献的基建工程兵指战

员！从这里我们就不难理解，作家樊希安为

什么从2018年开始，在短短4年时间创作出

版了自己第5部基建工程兵为系列题材的长

篇小说《黄金团》。这是樊希安创作思维的一

种不断延伸和拓展，他用自己的笔在讲述一

段鲜为人知的中国黄金部队故事，他用自己

的生命在书写基建工程兵的不朽历史。这是

他责任感、使命感的展现，也是对那些一直关

注、热爱基建工程兵和黄金部队的老同志们

的一种交待，更是对为国家重大工程建设献

出年轻生命的烈士的一种告慰。告诉那些英

雄烈士，祖国没有忘记他们，历史没有忘记他

们。这就是一个作家的责任担当！

第三，谱写了一个老兵的不朽华章。从作

家、诗人、出版家到国务院参事，作家樊希安头

顶的光环和荣誉还远不止这些，他曾荣获中国

出版最高奖：“韬奋出版奖”和“中国出版政府

奖优秀人物奖”。在世俗的眼里，他是一个成

功人士，已经达到了人生的“小满”。而我却认

为，这些都是为作家樊希安创作基建工程兵题

材系列文学作品在铺垫、在夯实基础。只有这

些多年的历练、打磨、沉淀，他才能从容把握

《黄金团》到“不灭的军魂”三部曲《乌蒙战歌》

《兵山劲歌》《鹏城飞歌》以及《十一中队》，这样

一个个重大主题题材的创作。这些作品都具

有历史的厚重感和重要的史学研究价值。基

建工程兵和黄金部队的组建到改制，在解放军

建军95周年的历史长河中并不算长。但是，

通过长篇小说《黄金团》《乌蒙战歌》等作品，我

们清醒地意识到基建工程兵和黄金部队的历

史是人民军队历史的一部分，是一个未写完的

人民军队历史，也可以说是一个未写完的共和

国国史部分！期盼有更多的好作品问世，也期

盼樊希安先生为我们奉献更多佳作。

一本正经地怪力乱神 这本书是怎么做出来的
■华昭

编着编着，疫情就来了

《关羽：由凡入神的历史与想象》上市数月，才猛一

哆嗦反应过来：这本书完完全全是在疫情之中诞生的

作品。

第一轮译稿的提交时间，印象不深了，可见当时并

未波及翻译和出版进度；付梓之时，举国上下均笼罩在

阴霾之下，许多人于异乡挨过第二个无法与家人共度的

春节；等媒体看到这本书，想安排专访的时候，国内的形

势就很紧了——而我，写文章的前一秒刚收到译者老师

穿越万里自上海发来的荐书音频。

有译者手记为证：

全书正式的翻译工作始于2018 年上半年，刚开始

本拟于当年年底完成，但由于各种原因，最后延宕至

2020年初的疫情期间才完成初稿……

不独翻译出版的进度流程，就连书稿本身，关羽崇

拜本身，关羽的形象在历史上的演变本身，都伴有瘟疫

的影子，只不过无论在古籍的竖排方格中还是在古人的

口耳相传中，疾病皆常与饥馑、灾荒与极端天气手拉手

肩并肩。

于是就有了关羽作为武卫伦常者，助百姓祛除怪

病，赶走瘟神疫鬼；

作为护法恶魔，处决蛟龙，保证盐池产盐量，以使其

不会太旱无雨也不至过涝少盐；

作为雨神，为黎民降甘霖，灭蝗灾，保证风调雨顺；

作为财神，保护着山西商人，乃至全球华人的从商者；

作为文士之神，庇佑考生考取功名；

……

总之，作为一位殒身后始终被各行当广泛崇拜的、

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关羽已远远超出“五虎将”，而摇

身一变，成为美髯公、壮缪侯、崇宁真君、关公、关夫子、

关老爷，乃至关帝，黑白两道皆来敬奉，各地唐人街都有

庙拜。

尤其是在第六章，田海专辟“抵御疾病”一节，探讨

在民间，关公从抵御鬼怪到抵御疾病的顺承。在古代传

说中，关公有时积极介入，提供医疗救助，有时作为道德

监督者，祛除疾病以扮演卫道者。

梦中忽见鬼卒数百人持兵仗来攻㔾，与之苦战不能

退。无何关王至，手舞大刀将诸鬼杀戮殆尽，徐步而出，

既觉，大汗而疾愈。

亦神亦魔的人物，只有他能描

值得说明的是，田海探讨的是关羽从凡人，到为上

自庙堂下至街头竞相崇拜神祇的转变中，民众的想象成

分占了多大比重，口口相传又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这

就决定了，这绝非一部枯燥之作，立论的根基完完全全

是活的，是流动的、活蹦乱跳的、人们至今仍在使用的材

料——口头文化。

似乎并不太难。可能挖掘脱口而出的“话语”背后

的社会文化心理，还原“制造关羽”过程者，并非等闲之

辈。而我们的作者田海，则是荷兰的海外汉学研究重镇

莱顿大学博士，先后留学于中日，又是牛津大学邵逸夫

中文讲座教授、德国汉堡大学教授……凡研究中国民间

与宗教文化者，很少有人绕得过他。

关于著作的基调，看看他以往著作的书名就知道

了：《讲故事：中国历史上的巫术与替罪》《天地会的仪式

与神话：创造认同》……至于文风，如在探究关羽与江南

梅雨的关系时，简述了“不借关羽磨刀雨，龙王休想晒龙

袍”谚语的由来：

神祇的青龙偃月刀只能用天河之水，而不能用普通

的水来磨。……因此，直到关羽经过一路打斗，回到刘

备阵营为止，龙神持续不断地提供雨水，以使关羽的大

刀在不停的战斗中保持锋利。当关羽回到刘备那里时，

已经是六月十六日。所以，雨季通常在这一天结束。

学术分析的间隙不时娓娓道来这么一段民间传说，

仿若午后正摇头晃脑边跟读边打瞌睡，口水都要流到桌

子上了，忽听夫子说一段子，恍然抖擞，提振精神。

那封面也必得与书的气质相配。

关二爷是亦文亦武，亦神亦魔，那书封设计也得亦

庄亦谐，新锐又不可过于先锋，不拒人于千里之外又要

保有距离感，等等，一通乱说之后，设计师回道：明白，但

要大气，不能太花哨。

不，要有图，要花！最好有大红色块！！我毫不相让。

接下来是一周的沉默。她沉默了有多久，我就惴惴

不安了多久。虽然心里暗暗知道她反驳得有理，我却有

我的考量，绝对不要素色就是了，否则就会偏离原著田

野调查+学术研究的底色，也会让读者还没看第一眼就

却步N舍。

在吗？

又过了一周，灰色头像跳动。我知道，这句话的意

思是，封面来了。

也就是现在诸君看到的样子，红绿配，却一点都不

俗套。太关羽了，这就是关羽书封应该有的样子。我们

连连称赞。红脸长髯绿长袍，一把青龙偃月刀，这些标

志性符号掩映在大大的阴刻字体中。

初稿纹丝未改。出展开文件，下印。顺遂得简直不

像一本学术书该有的样子。

在这里顺遂，就会在那里坎坷

但并不全然顺遂。就像小武老师说的，一本书太顺

就容易出问题，没有一本好书能逃脱这句魔咒。下印是

顺畅了，但那之前历经了多少坎坷，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从选题立项到翻译、编校，稍有差池，都可能会出

问题。

题材自不必说，书号审批本就没那么快。中间略过

催译稿、逐字核引文、整理参考文献的琐碎，终于在忐忑

中走完了三审，下发了书号。三碗不过景阳冈，现在过

了两碗大关，还有cip的最后一碗酒在前匍匐着，伺机扑

身。因把不准是否会下发，多久能下发，故意没敢提前

安排校对，老师那头慢慢地看，我这头焦急地等。

只有电脑记得，2020年6月，是“关羽译稿3.0”的提

交时间，说明已是译者发来的第三轮书稿了。印象最深

刻的是，某轮交稿，见文内术语使用欠妥，一时着急，便

突突突突，劈头盖脸毫不客气，完全顾不得书稿翻译背

后的艰辛。后又一封过去，注释格式需统调，中英文混

杂当处理，不容商榷，又是好一通修改。

太不知轻重。

做过学术书，尤其是翻译类学术书的编辑都知道，

海量引文的查证本就磨时间，再加上多位合译，已经够

焦头烂额了，中途看不见之处，不知多少苦辛。

邮件过去，很快，译者之一、同时也是译稿统筹的王

健老师便回信，答应再作仔细修订。并无半点怨言和愤

怒。卡着春节假期寄去的清样，他也没懊恼，反而逐字

确认，终于节前返稿。下印。

汗颜至极。谢谢王老师，谢谢译者们。没有批评我

的毛手毛脚，我的门外汉行为，我的说话不留情面，以

及，我的拖沓。——前面催稿急急如律令，后面出版顾

左右而言他。不仅等了这么久，书籍出版后王老师还帮

牵线与远在荷兰的田海教授沟通专访之事，录音荐书之

事。没有他们，就没有这部著作在国内的顺利引进和出

版。没有他们，就没有《关羽》。

愿《关羽》被更多人看见，方能不负著者和译者的多

年等待。

《关羽：由凡入神的历史与想象》[荷兰]田海著 王

健、尹薇、闫爱萍、屈啸宇译/新星出版社2022年3月

版/78.00元/ISBN：9787513347259

首
批
非
遗
交
叉
学
科
硕
士
今
秋
入
学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记者日前从天津

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获悉，我国首批

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交叉学科硕士研究生的

录取通知书已经寄出。秋季新学期，7名新

生将进入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开启求学

之旅。

2021年10月26号，国务院学委办批准了

我国首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交叉学科硕士学

位的授权点，落户于天津大学。这标志着我

国非遗保护人才培养进入了高层次、专业化

的新阶段，也标志着我国非遗保护事业从“抢

救性保护”进入“科学保护”的新阶段。

自本世纪以来，中国文化界和学界发起

“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普查、整理、

保护了中华大地上浩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并为迅速消减的传统村落建立了一批文化

档案。经过20年的不懈努力，我国已将非遗

家底基本摸清，逾10万项进入国家四级（国

家、省、市、县）非遗名录。

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是文化遗产研究的

分支，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事象及其历史、风

俗、审美方式、价值体系、传承人群以及科学

保护、传承和发展为研究对象和内容，是人

文科学、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混融交叉的

学科。

冯骥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对于非

遗文化的现代融合，我觉得需要我们的传承

人把历史的、经典的、原汁原味的非遗文化

传承好，能让世界各地的人都能看到我们的

精华。” （刘思怡）

“观察者”艾伟：在《镜中》影像人间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日前，艾伟最新长篇小说《镜

中》钱报读书会在杭州举办。与会嘉宾有《镜中》一书作者、

浙江省作协主席艾伟，吉林省作协主席金仁顺，江苏省作协

副主席鲁敏，评论家陈福民。本次分享会由钱报读书会、浙

江文艺出版社、纯真年代书吧主办，好书探同步直播。

《镜中》是当代作家艾伟的最新现实主义长篇力作。

小说穿梭于中国、缅甸、美国和日本四个国度，巧妙地编织

起一张爱恨交叠而疑窦重重的迷网。

“此时此刻，有一屋子人为某位作家的一本书而来，读

者热爱作家，热爱长篇小说，作为一位写作者感到很幸福。”

鲁敏说。

金仁顺借《镜中》谈杭州：“这是一部野心之作，令人惊

艳。艾伟讲是致敬杭州的作品，古往今来这里太多诗人文

人了，艾伟也要成为经典的一份子，用文字，要给自己建一

个苏堤白堤式的、堡垒式样的东西，建筑在文学领地上。”

“这部书是一本形而上之书，关于爱欲、美、死亡之书，

最终是一个获救之书。”陈福民用一句话概括了这本书。

最后，艾伟表达写这本书的目的：“我想通过该作去探寻今

天中国人生命的支柱是什么，心灵世界究竟有着怎样的密码。”

《镜中》一书，是艾伟近五年来推出的最重要作品，也

是他“献给杭州的赞美诗”，在杭州生活多年，这是他第一次

写杭州。 （刘思怡）

《山河望》新书分享会成功举办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6月25日，由北京十月文艺出

版社、北方图书城联合主办的“火热的青春，辽阔的家国

山河——《山河望》新书分享会”在北方图书城举办。一

级作家、评论家、翻译家高海涛，辽宁省文化艺术研究院

研究员、一级作家刘恩波，辽宁文学院副院长、北京师范

大学博士后、一级作家周荣，以及本书作者、新生代军旅

作家曾剑，在会上围绕长篇小说《山河望》深入探讨了军

旅文学作品中青年人物的塑造。

《山河望》还原了一段朝气蓬勃、有笑有泪的当代军

校生活。高海涛在会上表示，一部军旅文学作品有成长

小说品格，是难能可贵的，而《山河望》写军人成长尤其

写得好，写出了一代年轻军人的难忘经历、责任和使命；

但作为一种成长叙事，这本书同时还蕴含了多样的人生

感悟和艺术启迪，可以说在这些年轻人身上既有确定性

的目标，军人的理想和信念，也有青春的懵懂、爱情的迷

茫以及对诸多不确定性和可能性的思考。

刘恩波表示《山河望》是作者曾剑的诚意之作、情感

之作、灵性之作。中国的文学传统讲究修辞立其诚，一

个作家如果没有强烈表达内心情感的愿望，是写不出好

作品的，作品中的许许多多的声音、感悟、生命体验，都

是作者在军校锤炼自己生命历程所得的精华。

周荣在会上谈到，特别希望一些非军校的青年人和

大学生们能够读到《山河望》这样的作品。每个时代都

有每个时代的困难，每个人也都有其苦难，当我们说面

临生活压力大的时候，事实上它隐含一种背景是，天然

生活是舒适的，应该有舒适生活等着所有年轻人，但恰

恰生活的丰富和人生的丰富都不是想象中那样，应该是

在摸爬滚打中学习的。 （孟丽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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