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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十二时辰》缕述脱贫攻坚动人故事
描绘美好中国壮丽画卷
民亦劳止，
汔可小康；
惠此中国，
以绥四方。长江文艺出版社近日出版《中国十二时辰》。书中
以脱贫攻坚为主线，将飞驰的中国浓缩在一天的 12 个片段中，缕述 12 个城市下辖乡村的脱贫故
事。中国人民自古以来追求小康的朴素梦想，在今天的中国大地，变为现实。在华夏大好河山的
壮丽风景中，在全面小康照耀的每一个角落，无数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无数人的幸福因此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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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读本》是一本掀起阅读热潮的经典读本。
这是已故作家苏叔阳老先生的代表作，曾获“五个一
工程”奖等大奖，出版至今累计发行 1500 万册，并被
翻译成 10 多种文字，成为中国图书“走出去”的典
范。经典古籍《周易》有变易、简易、不易的“三易”之
说，
此三点亦可用来概括《中国读本》的特点。
变易如斯：
剧作家跨界变为文化学者
苏老最早以剧作家成名，享有“中国百年优秀电
影艺术家”和“国家有突出贡献话剧艺术家”称号，其
实他对历史一直怀有浓厚的兴趣，大学时就读于中
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专业。毕业后，他曾担任著名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共党史学
科重要奠基人何干之教授的助
教，做了一名党史课教员。据当
时的学生回忆，苏老师讲课仿佛
信手拈来，
“ 他只是随口讲来，但
同学们都听得津津有味、鸦雀无
声。他捏着粉笔站在讲台上，仿
佛在出演一幕幕的历史剧”
。
实际上，苏老的写作风格和
授课风格是一以贯之的。
《中国读
本》以史实说话，情感真挚，行文
有画面感，读起来仿佛是在看一部声情并茂的中国
历史文化纪录片，眼前有一位老者深情地讲述着中
华历史文化，沉郁顿挫，如数家珍，引人入胜，一个可
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跃然纸上。这得益于苏老
写完书稿后还要朗声诵读的创作习惯，力求做到文
从字顺，
朗朗上口。
苏老的创作热情和创作积累，让他拥有了多重
身份，成了引领浪潮的斜杠一族：著作颇丰的跨界创
作者和充满激情的文化传播者。这让苏老得到了多
项殊荣肯定：2010 年，荣获联合国颁发的“联合国艺
术特别贡献奖”；荣获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颁发的版权
金奖作品奖，获奖理由称《中国读本》是“了解中国、
认识中国的金钥匙”；被中国版权协会评为“2010 年
中国版权产业风云人物”；2011 年，苏老与敦煌学者
樊锦诗等人同被评为
“2011 中华文化人物”
。
可惜，天不假年，苏老在乐观抗癌 20 多年后，
与世长辞。在苏老家属的大力支持下，广西教育出
版社根据国家政策、地名变更、考古新发现、数据更
新、语言文字规范等方面进行了适当的修订，推出
《中国读本》全新图文修订版，以告慰苏老对此书的
牵 挂 。 根 据 主 题 ，全 书 现 分 为 历 史 篇 和 文 化 篇 两
册，精选 200 余幅彩印插图，通过传神的文字和丰
富的插画，同时搭配有声书，引领读者展开沉浸式
阅读。

简易如斯：
创设历史情境传播中华文化
苏老是较早一批有意识传播中国历史文化的学
者。这本介绍中国历史文化的小书，既要精简，又要
通俗，还要有国际视野。如何能快速帮助读者厘清
中国历史文化的主线脉络，既能增强国人对自身文
化的认同，
又能让世界了解中国，
构建共识？
由剧本转向历史散文，苏老在创作过程中收获
了另一番风景。
“《中国读本》的创作意味着我写作生
涯的转变。”苏叔阳说，
“它给我带来了无穷无尽的苦
闷和乐趣。写作过程中我沉入激情和想象里，让自
己好像进入时光隧道亲临多彩的历史，写起来才有
滋有味；对历史如果缺乏激情和想象，就会把历史看
成一杯白开水。
”
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
组成部分，
讲好中国故事是时代赋
予我们的使命与义务。苏老结合
大历史观，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
导，深刻剖析中华民族的文化基
因，将复杂问题简易化，在客观叙
述中创设历史情境，
由具体情境引
入史实，
融入精彩的历史故事。
《中国读本》引导读者通过中
国历史看世界，在关注中华文明
发展时，同时关注世界其他重要
文明的发展进程，找到文明之间对话的契合点，引发
交流共振，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润物细无声
中回答了如何向世界介绍中国的问题。
不易如斯：
坚持讲述不断裂的中华文明史
时代在快速更新，但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涵始终
根植于中国人的心里。在书中，苏老着重强调，中华
文明是唯一未曾断裂的古老而又现代的文明，中华
文明的历史是内部不断融合的历史，方块汉字是最
坚固的文化长城。
书中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坚韧，流露出苏老对祖
国文化的敬畏之心。
“年轻时总想生命的意义是了解
世界，现在才知道了解世界的意义在于为我的民族
奉献一生；小时候读一点点书就觉得聪明，现在知道
了花费一生也难以说清中华民族优秀的文明……感
谢母亲生我在这片大地、这个民族，感谢祖国赐我这
支笔写出我热爱中国的心情；我相信中华文明永不
会衰老，因为她就是我们的太阳，每天都会升起，照
亮新的征程。
”
这是苏老的肺腑之言。
斯人已逝，文字长存。我们依然能够通过文字
读到苏老的拳拳爱国之心，感受到他儒家的殷殷人
文情怀、史家的严肃求真精神、文学家的诗性激昂笔
触。他如同一位传统老裁缝，以笔为针，以历史为底
色，以文化为绣花，以自信为经，以热情为纬，绣成了
一幅壮阔豪迈的中华文化图。

民族音乐传承与创新的开山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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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 雯

○汪昊宇

然的敬畏与热爱。
《虎啸风生》来自最会讲老虎故事的
列格·尼古拉耶维奇·沃罗诺伊，他用一个个小故事为
“所有的故事开始于第一缕春光、第一股春水，开
读者们铺开了一幅森林画卷，各种各样的老虎形象及
始于大自然中万物苏醒的那一刻。
”
故事酣畅淋漓地展现出来，作家在描述老虎特征的基
这是世界生态文学和大自然文学先驱米哈伊尔·
础上，
展示了原始森林地区人们对老虎的态度，
并借由
米哈伊洛维奇·普里什文在《丹顶鹤的故乡》一书中所
人和老虎的关系，延伸到对人和自然关系的讨论。文
说的话。这套“俄罗斯当代生态文学作品
本优美，语言精炼，无论是阿尔谢尼耶夫
集”
虽不发端于春天，
却酝酿在很多个春暖
和德尔苏·乌扎拉从暴风雪中死里逃生，
花开般的日子里。
还是“灰猫头鹰”竭尽全力寻找两只小海
俄罗斯生态文学历史发展悠久，尤其
狸，无论是虎口逃生，还是密林风光，读者
是 20 世纪以来，涌现出很多以生态保护为
都能随着文本同喜同悲，
同乐同苦。
创作主题的作家，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成
“俄罗斯当代生态文学作品集”的所
为他们进行深入哲学思考的主题，也是他
有作品均聚焦于大自然，却又不限于一般
们对大自然与国家和人民命运、人类未来
意义上的大自然。这是一种“综合的”
“泛
发展关系的深刻认识的总结。由此形成独
化的”生态文学，既描述了自然资源极为
具特色的俄罗斯生态文学流派，在世界生
丰富的俄罗斯春夏秋冬交替过程中异彩
“
俄
罗
斯
当
代
生
态
态文学发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纷呈的植物和动物世界，也关注到生活在
（八卷）王 原始森林深处的人和游走在大自然边缘
俄罗斯生态文学作品在我国的译介方 文学作品集”
兴未艾，
在生态问题愈发凸显、
生态议题逐 金 玲 主 编/西 苑 出 版 社/ 的人；既深情歌颂了俄罗斯大自然的壮
渐火热、
生态文明建设日益深入的今天，
我 398.40 元
美，也关怀到大自然的命运乃至全人类的
《勿 忘 草》[ 俄] 米 哈 命运；既引导读者们进一步认识大自然，
们经由这个选题走到了一起，以期增强我
国读者对俄罗斯自然生态资源的了解，管 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普 也展现了大自然本身；既讨论了现代化发
窥俄罗斯作家笔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以 里 什 文 著 付 何 珍 译/ 展与自然生态之间不可避免的摩擦，也更
及人的内心世界和思维特点，乃至对我国 2022 年 2 月版/49.80 元/ 多地寄希望于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亲密发
ISBN：
9787515107875
生态文学的创作提供启发和借鉴。
展的美好未来。
西苑出版社的“俄罗斯当代生态文学
不同于中国人惯有的循序渐进、委婉
作品集”
已纳入教育部中俄人文交流与合作项目成果，
迂回的表述，区别于东方或西方典型风格的俄式表达
共收录了 8 部作品。其中，
“大自然的诗人”米哈伊尔·
可能会让一些读者一时不能适应。然而，随着阅读的
米哈伊洛维奇·普里什文通过《
“灰猫头鹰”
和海狸的故
适应和融入，
你会慢慢甄别出其中的独特味道，
好似一
事》
《勿忘草》
《贝林杰耶夫密林》
《丹顶鹤的故乡》4 部作
碗鲜红色的俄式红汤，初时不适应，慢慢地，你就会发
品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大自然的魅力与特色，他笔下的
现这里不仅有牛肉、土豆、胡萝卜、甜菜根这些丰富的
自然不乏与人类的互动，作家在对人与自然关系进行
内容，还有月桂、香芹这些佐料的多重风味，让人了解
哲思的同时积极呼吁所有人对此重视并做探讨。兼有
到独具魅力的俄罗斯文化。
地理学家、
军官和作家三重身份的弗拉基米尔·克拉夫
俄式风情的畅快表达离不开译者的得力翻译。长
季耶维奇·阿尔谢尼耶夫的《德尔苏·乌扎拉》
《乌苏里
春大学教授王金玲及整个团队对这套书的译文质量提
边疆区游记》和《穿越原始森林》均是对自己实地考察
供了整体保障，
译者们尽最大可能，
将原作的语言风格
经历的记录，
“ 三部曲”不仅精心呈现了边疆地区幅员
尤其是中心精神精准地还原出来。
辽阔的壮美风光、
特征鲜明的居民生活，
还通过考察队
作为出版者，我们诚挚地邀请您赶赴这一场森林
先导德尔苏·乌扎拉这样的人物来展现纯粹的对大自
之约。愿你我在森林中相逢。

和
“黑猫”一起品故事学语言练思维
关 键 词 英语读物 名著鉴赏 思维提升
○张雅丽

《格 列 佛 游 记》
（黑 猫 英

“有许多事不能用法律去惩罚，宗教与道德的约束
也都不足以使这些干坏事的人改正；只有把他们的罪
孽以最强烈的字眼公之于世，
才能使他们受人憎恶。
”
这是 18 世纪英国最杰出的政论家和讽刺小说家乔
纳森·斯威夫特的文学创作主张，
《格列佛游记》正是那
“最强烈的字眼”，虽然趣味盎然，脑洞大开，常常被定
位为儿童童话读本，
但是披着童话外衣的它，
绝对不仅
仅是童话。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黑猫英语分级读物”
中学 D 级——《格列佛游记》改编自
这部世界文学史上伟大的讽刺小说，
用优美地道的语言、精致美观的配
图、
丰富多样的文本以及多维多面的
习题，引领读者踏上一场冒险之旅，
逐步剥开这个奇妙世界的童话外衣。
这本书在目录及章节题目处配
有精美小插图，提示章节关键内容，
引发读者想象，激发阅读兴趣；在文
中插入关键词、关键场景配图，以及
专业演员朗读音频，绘声绘色，极富
感染力和表现力，
为读者提供了一场
视听盛宴，引人入胜，让读者仿若置身情境之中，与格
列佛一起化险为夷，
一起游历各国。
格列佛第一次出航，结果中途遇险，他漂流到了小
人国。在这里，
他被五花大绑地运回城里，
欣赏了大臣
们跳舞，
帮助国王抵御了强敌入侵，
通过撒尿成功扑灭
王宫的大火，
拯救了国王和王后……
在家里待了两个月，格列佛又出海了，结果狂风把
船吹到了大人国。在这里，
他被贪婪的农夫当作
“小宠
物”
，
巡游全国
“卖艺”
；
被卖给王后，
给国王讲述科学和
英国的军队；时不时还面临着侏儒、黄蜂、青蛙、狗、猴
子、
冰雹带来的危险……
格列佛又一次出海，不幸遭遇了海盗，他侥幸逃
脱，
来到了飞岛国。国王和大臣们整日在飞岛上沉思；
国家荒凉无比，
民不聊生，
学院里的专家们却研究着荒
诞不已的课题。离开飞岛国后，格列佛去了可以召唤
鬼魂的格勒大锥，
见到了不少历史上的著名人物；
去了
拉格奈格，
看到了长生不老者的悲惨生活。
再次出海的格列佛受聘为船长，却遭遇了水手叛
变，被放逐到慧骃国。这里的统治者是一群充满智慧
的马，
它们注重友谊，
乐善好施，
生活既简朴又平和，
而
他们圈养和驱使的奴仆——
“耶胡”
，
长得像人类，
是没
有智慧和理性的低等野蛮生物……

《格列佛游记》看似情节简单，
妙趣横生，
背后却蕴
藏着许多深刻的隐喻，猛烈地抨击了当时英国的社会
现状，
“黑猫英语分级读物”
为读者一步步扫清了障碍，
助力解析其主题意义。
第一步：
剖析语言，
增进理解
该书在页脚位置，为重、难点词汇、短语提供了词
性、音标以及图片或文字注释；在每一章节后设计丰
富多样的阅读理解题目；提供文本内出现的语法知识
讲解与练习；引导读者深入透彻地理解文本，首先建
立起对小说内容的精准把握。同时，通过这些设计科
学的习题，帮助读者循序渐进
地积累词汇、句型和语法等语
言 知 识 ，促 进 读 者 听 、说 、读 、
·
写、看五大英语核心技能的提
升。
第二步：
补充背景，
提供语境
该书提供了作者乔纳森·
斯威夫特的背景介绍，强调他
的创作风格——讽刺，并在正
文章节后设置了“流行的游记”
等非虚构类扩读材料，说明作
品的艺术特色，阐释作者的创
作意图，
为读者理解故事背后的深刻内涵、
理解作者对
社会现实的批判提供了语境与支撑。
第三步：
循序渐进，
引发深思
该书在结尾后设置针对各个冒险地点的讨论问题，
从故事内容逐渐过渡至主题探讨，
由表及里，
由浅入深，
带领读者体悟精妙的想象背后的暗喻与讽刺。例如，
由
因舞跳得好而成为大臣延伸出“成功应该源于努力工
作，
还是依赖于高层的朋友？”
等问题，
激励读者思考作
品所要表达的含义，
培养阐释、
分析、
评估、
批判性思考
等高阶思维能力，
同时引导读者树立正确的三观。
第四步：
充当跳板，
拓宽视野
该书贯彻“黑猫英语分级读物”的“扩读”编写理
念，
融
“精读”
和
“泛读”
于一体，
推荐了作者可能参考的
游记，
助力学生探索文学、
文化及其他与文本相关领域
的知识，增进对同类文学作品的了解，培养跨文化意
识，
提高鉴赏能力。
有趣、奇幻的想象，辛辣、痛心的批判，这便是《格
列佛游记》，塑造乌托邦式的童话场景，却在其中蕴含
深刻的讽刺内涵。该书融名著鉴赏、
语言学习、
思维提
升于一体，
引领读者与文学大师对话，
在“悦读”
中增长
知识，
在探讨中锻炼思维，
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精神滋
养，
是一本值得用眼、
用耳、
用心品读的英语读物。
语 分 级 读 物 ，中 学 级
D ）1乔
纳森 斯威夫特著 上海外语
/
教 育 出 版 社 2021
年 月
7版 /
元
33.00
： 9787544662697
ISBN

音乐研究与教育界具有重要的开先河意义。樊祖荫
将中国传统音乐中的多声部构成方式和表现形式，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源远流长，而且厚重辉
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详尽而深入的梳理、归纳，研究内
煌。5000 年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孕育的优秀传统文
容和方法上具有开创意义；同时，他秉持理论性与实
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
践性、继承性与创新性、民间性与主体性相互统一的
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
研究思路与认知，扭转了学界一度存在的“中国传统
大的丰厚滋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
音乐是线性思维”的认知，对构建中国多声部音乐学
土。自 2017 年两办《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
科、对作曲技术理论中和声学科的理论建设都具有
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发布以来，保护与传承民族优秀
奠基作用。
文化遗产、深入挖掘中华文化精髓，成为教育界、学
该书甫一问世就引起了巨大反响，研究界与民
术界、出版界等从业者一种自觉而急
族音乐爱好者们纷纷赞誉它对民
迫的追求。
族音乐教育的学科建设以及民族
中国民族传统音乐是中华传统
音乐传承的积极意义。该书的出
文化遗产充满活力的组成部分，是一
版是音乐界与出版单位高度政治
个有待持续挖掘的宝库。由安徽文
自觉与文化自信的表现，是音乐人
艺出版社出版，著名音乐教育家、作
与出版人的高度自觉担当，是在以
曲家、中国音乐学院博士生导师樊祖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荫教授担纲领衔编撰的《中国传统多
思想指引下，音乐研究界与出版界
《中国传统多声部音乐研究》
声部音乐研究》是中国传统多声部音
的一次重磅联手，是音乐界与出版
（五卷本）樊祖荫总编撰/安徽文艺
乐研究中令人瞩目的最新成果。樊
界认真落实《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
出版社2020年5月版/280.00元
祖荫教授带领研究团队数十年来，克
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的具
ISBN：
9787539669397
服各种艰难险阻，对汉族、壮族、布依
体成果。音乐艺术类相关高校纷
族、彝族、羌族、藏族、土家族、苗族、
纷举办了研讨会，各大专业媒体竞
高山族、
蒙古族等 30 多个民族进行实地走访，
细心收
相报道。正如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刘康华所
集、
梳理、
提炼中华民族大家庭中 30 多个民族的多声
说，它对作曲技术理论中和声学科的理论建设具有
部民歌、民族歌舞以及各个历史时期传统剧种和民
重大意义，为总结百年来中西和声思维的碰撞与融
间说唱中的多声部音乐，深入分析、挖掘中华民族传
会提供了基础性理论参考，为我国作曲家汲取民间
统多声部音乐的规律与内涵，全面展示了中华民族
养料提供了实用性指导意见。尤其重要的是，它对
多声部音乐的历史发展脉络与成果，具有不可估量
构建中国多声部音乐学科起到了奠基作用，有力推
的学术价值和文化传承价值。
动了中国传统音乐学科的整体建设与发展，有力推
该书分为总论、民歌、器乐与歌舞、说唱和戏曲
动了中国传统音乐与文化走向世界。
五编。在书中，樊祖荫详细阐述了多声部音乐的定
该书出版后的热烈反响，
对于研究者与出版者都
义和种类，梳理了其产生、形成和发展过程及其多声
是一次能量满满的激励——坚持瞄准主流方向，
坚定
形态特征，分析了中国传统多声部音乐的思维特征
文化自信，
深入挖掘中华传统文化宝库，
持续推出旨在
与中西方多声结构差异的缘由，并高屋建瓴地分析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成果和为广大人民群众
了该书的研究目的与意义。该书的问世在传统民族
喜闻乐见的作品，
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添砖加瓦。

就。这些脱贫攻坚战中的动人故事，创造了了不起的人间奇迹，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该书为学者、
作家、
文艺评论家李舫最新力作。作者数十年来，
笔耕不辍，
作品数百万字，
散见
于《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等报刊。已出版作品《大春秋》
《不安的缪斯》
《在响雷中炸响》
《纸上乾
坤》
《魔鬼的契约》
《风笛中的城堡——爱丁堡纪行》等；
常年在《国家人文历史》杂志开设专栏；
2017
年主编大型文学书系
“丝绸之路名家精选文库”
。
（穆宏志）
《中国十二时辰》李舫著/长江文艺出版社 2022 年 6 月版/45.00 元/ISBN：
9787570226405

愿你我在森林中相逢

在变与不变中坚定文化自信坚持文化传承
○陆施豆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