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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与祖国统一》：展现党的核心引领作用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全面展现党推进祖国统
一的光辉历程、伟大成就和经验启示，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组织编写了《中国共
产党与祖国统一》，
并由人民出版社与九州出版社日前联合出版发行。
该书充分展现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
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追求祖国统一发挥的核

心引领作用，
彰显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两岸同胞谋福祉的真挚情怀，
昭示祖国必须统一
也必然统一的历史规律和光明前景。
该书内容丰富、
图文并茂、
可读性强，
有些史料首次公开使用，
填补了中国共产党
关于推进祖国完全统一相关研究的空白。该书入选中宣部 2022 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
物选题。
（穆）
《中国共产党与祖国统一》《
/ 中国共产党与祖国统一》编写组编/人民出版社、
九州
出版社 2022 年 9 月版/98.00 元/ISBN：
9787522511191

幽默有多睿智，
忧伤就有多深刻

承平时代的伟大事业：
弘毅之士，
百年树人

关 键 词 幽默 儿童文学 经典

关 键 词 林毅夫 经济学家 师者
○尹应凯

《读有所得》：
小开本蕴藏大智慧
关 键 词 口袋本 人文社科 经典读物

○匡杨乐

诗歌的未来和可能
关 键 词 诗歌教育 架构 技法
○苏少伟

《更 大 的 宇 宙》周 其 星

周其星老师的新作《更大的宇宙》，我看得心
潮澎湃，读后头脑里直闪过“诗歌的未来和可能”
这几个字。诗歌的未来，在哪里？在于年轻一代
的接受、热爱，在于他们不断推陈出新，去创造。
诗歌的可能，是什么？是一种新的构思、内容、写
法、篇章，探索出诗歌的新境界。所以，就是要让
年轻的学生去喜欢上诗歌，懂得诗
歌的技法，做出诗歌——这一定程
度上就是诗歌教育！
诗 歌 教 育 ，本 来 是 很 难 推 广
的。诗的个性非常强烈，几乎可以
说，在所有文体里它的语言最浓
缩，它的结构最跳跃，它对音韵的
要求也严格，它把道理压缩进有限
的诗行里……要做好诗歌教育，一
开始要处理的问题就很多。但从
《更大的宇宙》里，我们可以发现，
周其星老师在这件事上做得得心应手，做得有声
有色。
要教诗，
就要懂诗。周其星是一个懂诗的人，
不仅懂得写诗，而且懂得诗歌原理。周其星的诗
作不少，
写过多种类型的诗歌。这种写作实践，
肯
定让他感悟到诗歌的
“体”
和
“用”
，
而且，
他把这种
感悟融进课堂、融进教育，就有一种“实”的感觉。
他的这本《更大的宇宙》，
通篇说到实处、
用到实处。
先来看下文本的整体架构。
《更大的宇宙》一
共编排了 20 个章节（也可以说是 20 个主题）。第
1～4 章节是认识自我。以诗来探索自我，这有
点哲学的味道，又有诗歌本体论的意义。从第 5
章节开始，直到第 8 章节，侧重于诗歌的技法。
我认为，这是打消学生的畏难，使其认识到诗歌
不是不可接近、不可写作的。第 9～17 章是一些
贴近生活、立足日常的主题，从诗歌的内容、情思
来教给学生写什么。从第 18 章节直至结束，又
进了一层，着重于诗歌的想象和对诗歌的反思。
当然，不要忘记，有一条主线贯穿文本的始终，那
就是对诗歌的形式、内容的多方面探讨。所以，
我们看出了《更大的宇宙》的结构性以及其合理
性、层层深入性。
这里面，诗歌的技法很重要。这是学生要作

诗、
创作的一个基础。周其星讲得很实在，
很有功
用，很对胃口。比如，
“如果换词，要更有画面感，
多用动词和名词，少用形容词，诗的语言，不用修
饰，不要化妆”
“一首诗里，未必每句都出彩，但要
有惊人之句，此句多在开头，或者结尾”……例子
很多，
道出了朴实的道理。这样的话，
学生是懂得
的，
也能够活学活用，
有法可师。周其星还发现并
讲出了一些新意。比如，他讲“诗歌的语言，要有
张力，这就需要矛盾和冲突，语
言内在的力量。”前半句谈诗歌
张力，这很对；但后半句说要有
“矛盾和冲突”，这就很新鲜了，
因为一般认为，小说才是“矛盾
和冲突”
的，
诗歌能从中得到
“内
在的力量”
，
这是新发现。
如何提高诗歌技法，
如何做
诗歌训练？周其星也提出了一
些有用的建议，有的还很基础。
比如，要作诗、要懂得摆脱日常
生活之累，
就要多读诗多阅读。
细细检索，
我们还会发现，
周其星善于调动孩
子的兴趣、
经验、
体会。他编排的这些主题非常切
合孩子。这里的“切合”有四个意思：切合他们的
学习水平，切合他们的年龄特点，切合他们的生
活，切合他们对诗歌的愿望和需求。有一个特点
是非常明显的，
那就是，
周其星注重引导学生从日
常体验，更从情感深处，融入诗歌氛围，创作属于
自己的诗歌。总结起来，周其星的诗歌教育有几
个特点：
增加学生的陌生体验，
引导学生思维上跳
跃时空，进行形象的多方面构造，人与物结合，等
等。这些也体现在《我总想给生活增加点什么东
西》
《蒙上眼睛，
我看见……》等一系列章节中。
接受了周其星老师的诗歌教育课，学生获得
了什么？他们写诗、作诗，也分析诗，但更重要的
是，
他们培植自己的心灵、
生发力量。
其实，
《更大的宇宙》整个文本就是诗性、
诗意
的。这让我想见其课堂的出彩、
教室的美妙、
学生
的拔节。通过这样的教育，学生懂得了诗歌的快
乐、
语言的妙法。
《更大的宇宙》即使不是国内最好
的诗歌教育图书，也会是其中的佼佼者。它带来
了一种诗歌教育的可能途径，而这种途径值得我
们多留意、
多采用。
著 晨光出版社 2022
年 月
6
/
版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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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读、耐读、易读的文章，在“新经典”
“书香”专栏的文章
编选过程中，针对每期主题有目的性选编融入中国特色
如何让经典的面貌更加可亲可感，如何让读者既能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经典思想，让习近平新
进入经典的时代背景又能把握经典的现代意义，湖南文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得到生动阐释和传播。
艺出版社在经典图书的出版领域展开了新探索，经过充
审时度势、
与时俱进，
赋予经典时代气息。
《读有所得》
分调研和周密策划，2010 年 12 月推出了人文经典口袋本
在经典篇目的编选中，
考虑到时代特性和读者心理，
坚决
《读有所得》。
舍弃一些不适合现代阅读的
“陈旧”
经典，
将目光更多地投
《读有所得》是由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指导、湖南文
入到不断涌现的当代经典中去。这些当代经典紧扣时代
艺出版社出版的人文社科类经典读物，每年出版 12 期。
主题，
倡导的人生理念、
道德标准更符合新时代属性，
更靠
创办 12 年来，始终坚持“弘扬主流主
近新时代生活，更贴近新时代话语表
张，拥抱理性理想；立足精神高地，导
达。在近几年的组稿过程中，特别注
引时代风潮”
的出版宗旨，
以弘扬人类
重对这部分当代经典的挖掘与编选，
优秀文化为己任，融思想性、知识性、
赋予了读本更多的生机与活力。
趣味性于一体，在读本的形式和内容
凸显地方特色，传播湖湘文化。
上既保持了自己的经典风格，又与时
我们既将目光聚焦在历史湖湘名人
俱进，
不断适应变化着的社会生活，
致
《读有所得》中共湖南省委宣传 代表的文章或光辉事迹上，同时也关
力于给读者提供高品位、高质量的阅
部指导 《读有所得》编辑部编/湖南文 注现当代湖南本土作者的作品，从中
读文本。
挖掘湖湘文化精神特质，传播湖湘文
艺出版社/120.00 元（12 册）
《读有所得》在开本形式上，设计
化正能量；此外，我们将对湖湘山水、
ISBN：
9787540499310 等
为口袋书的大小，
方便读者携带，
让读
湖湘风物深情咏叹的诗文典故、随笔
者能真正地做到随时阅读。每册图书 100 余页，由多篇
散文、
民间传说等也纳入编选视野，
由此进一步拓展湖湘
或灵动、
或深沉、
或有趣、
或严肃的经典小短文组成，
文章
文化的丰富蕴涵，弘扬湖湘文化。 湖湘文化还是湘籍革
篇幅不长，
抽个空隙就能读上一篇。在专栏设置上，
时空
命家群体成长的沃土。从他们的革命活动、著述作品比
横跨古今，经典囊括中西，既有古典和现代的融合，又有
如红色家书、
相关典故等，
找寻生动体现湖湘人文特质的
东方和西方的交响。在文本编选上，
既有严肃深沉、
观点
文章，通过解码湖湘红色基因，弘扬红色文化、红色故事
新锐的经典文学阅读，有鉴古知今、启迪心智的历史故
的时代价值，
让红色基因流淌在《读有所得》的字里行间，
事，
还有活泼轻灵、
有趣生动的艺术鉴赏。
让爱国、
爱党的理想信念在《读有所得》得到自然抒发。
高举旗帜、
引领导向，
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在
重视出版质量，
争取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从
《读有所得》编辑出版工作中，我们始终注意把握好意识
组稿、编辑加工、校对到后期的印装，每个环节都严格把
形态工作的主旋律，
确保选编内容政治方向正确，
同时大
控，
同时从读者切身需求和社会发展角度出发，
精益求精，
力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弘扬主旋律、
传播正
用工匠精神打造高质量、
高效益的图书，
为知识和文化的
能量。
良好传承搭建桥梁，
从而实现读本的社会效益。未来借助
夯实思想、
校准方向，
巧妙体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网络与信息化的发展福利，
积极与新媒体资源对接，
将纸
色社会主义思想。 在保持读本人文底色的基础上，在
质读本与新媒介进行创意融合发展，
针对保障读本质量与
“特别推荐”
专栏中，
从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
文
拓宽营销渠道双向努力，
为推动读本转型升级注入更强劲
章、谈话中所引用的古代典籍和经典名句为切入点编选
的动力，
进一步提升读本的经济效益与社会影响力。

海燕出版社出版的
“幽默儿童文学经典书系”
是一套从世界各国优秀儿童文学中精选出来的中
短篇集。该书的编译者、浙江师范大学教授韦苇
是国内公认的儿童文学史专家，谙熟世界各国儿
童文学作家及作品。他遵照染情、添趣、益智、导
思的要则挑选好故事，集成《127 岁的小魔女》
《云
端掉下一只鸡》
《一眼人和两眼人》
《三个奇妙的
蛋》
《老狐狸变鸭》
《神秘
的木箱》6 种图书。
大师精品典范之
作 在“幽默儿童文学经
典书系”的作者中，不仅
有人们耳熟能详的安徒
生、格林兄弟、西顿等儿
童文学领域的巨擘，也
有如达芬奇、高尔基、屠
格涅夫、契诃夫等成人
文学领域的名家。丛书
精选了动物文学大师比安基的多篇作品；普里什
文被誉为“世界生态文学和大自然文学的先驱”，
是世界文学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大自然诗人与文
人；
恰佩克是
“机器人之父”
，
他所创造的
“机器人”
一词，实现了科幻文学作品对科技的前瞻性与引
领性作用。
这些世界级文学大师以一种高级的幽默为手
段，
在或含蓄或诙谐或热烈的讽喻中，
揭露生活中
的荒谬与不合理之处，在带给少年读者欢乐的同
时，将社会的真实藏而不露地呈现在少年读者面
前，
使得其精神获得成长。
文学技法多元 叙事有张力 该套书的夸张
手法随处可见，作者运用想象和变形的手法在尊
重现实的基础上对事物进行夸大或夸小，使作品
充满童趣和想象力。如果没有打开这套书，你绝
对想不到一个馅儿饼可以载着老爷爷、
老奶奶、
飞
行员、猫和大象飞向大海，变成了馅儿饼岛；你绝
对想不到鸟儿竟然将窝安在了小矮人的大胡子
上，还在胡子里孵出一窝小鸟来。这种离奇的想
象打破并重组儿童在生活中的常见事物，以变形
手法增加故事新奇感和距离感，使儿童常见的事
物陌生化，
从而增加情节生动性和故事可读性，
激
发读者阅读兴趣。

反讽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因其揭
露现实的深刻性和带给读者意识极强的反转性，
而常常受到作者青睐。在《一眼人和两眼人》中，
懒汉赛崎听说相邻的一个岛上住着一些一眼人，
就决定去拐骗个一眼人来赚钱，却被一眼人关进
了笼子里，成了赚钱的工具；在《狗的友谊》这篇
文章中，正当两只高喊“友谊万岁”的狗狗友情达
到最高峰时，一块肉骨头被从厨房扔了出来，两
只狗狗同时扑了上去，撕咬得狗毛乱飞。这些情
节在令读者捧腹后略一咂摸，便能
品出幽默背后对现实的不满与对未
来的期待。
·
该丛书部分作品看似极度无厘
头，与现实远远相悖，人物形象与逻
辑异常变形，这就是能给人以新奇、
刺激感的怪诞表现手法。韦苇老师
也将这类文学称为侬森（Nosense）文
学，而书中择取的《奇人敏豪生的七
件奇事》，
便是其代表作品。
细节描写丰富 修辞手法多样
韦苇老师语言鲜活，
用词讲究，
擅长在译写过程中
运用动作、
外貌、
神态、
心理、
场景等细节描写来塑
造人物形象，给人以美的阅读感受。在天气描写
的译文处理上，该丛书有多处惊艳的表述。如：
“天空乌云密布，下起白花花的大雨。这雨真叫
大，哗哗哗的，可厉害！ 窗外像是垂下一片用玻
璃条条编成的帘子”
……运用听觉、
视觉等方式让
读者身临其境地感受暴雨的急与大，乌云与白花
花的大雨这一表述运用黑与白的色彩对比，给读
者带来视觉上的强烈冲击，使读者脑海中形成一
幅清晰的雨景图；
“疯狂的乌云越发阴暗了。云团
像只装满冰雹的大口袋。此刻口袋整个儿炸线
了，
于是豌豆粒儿般大的雹子兜底儿倾落下来，
在
小路上发狂地跳着、
蹦着、
撞着”
，
仅仅描写从乌云
密布到雨滴落下的过程，就使用了比喻、夸张、拟
人的修辞手法，
烘托了雨前紧张的气氛，
且将大雨
形象而直观地展示给读者。好的文学作品可以提
升儿童的文学素养，提高其语言及书面表达能
力。从这个意义上讲，该丛书不失为低年级作文
写作的优质素材读本。
“幽默儿童文学经典书系”
以高超的叙事手法
和丰富的题材为儿童构筑了一个奇幻、
多彩的幽默
精神家园，
让孩子享受阅读快乐的同时，
感悟幽默。
﹃幽 默 儿 童 文 学 经 典 书
系﹄维 比 安 基 、安 徒 生 等 著

● 编辑手记

○陈艳艳

韦 苇 编 译 海/ 燕 出 版 社 2021
年 月
元（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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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版 /120.00
： 9787535085306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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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20 多年来的最大遗憾。”在《园丁集》中，林老师写道：
“未能帮助多数学生掌握所学之道，
一直以来是我作为老
在经济学界，林毅夫始终是一个传奇。在中国教师
师的最大遗憾。”可见，林老师的两个“最大遗憾”都来自
队伍中，
林老师又是
“我们”
中真实的 1/1700 万。
“以学生为中心”
的理念与现实约束条件的缺口。
从经典课程到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解惑集》
《园丁
三是对学生良师挚友般的真诚。
“讲习录”的含义在
集》生动记录了林老师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
以及师生共
于“学问之道，讲其所未明，习其所未熟”，可见林老师是
同探讨学问之道的全过程。这不仅是有关林老师教书育
把莘莘学子作为良朋益友真诚平等以待。
人的书，
也是他与学生们故事的书，
更是林老师和学生们
四是对教学创新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林老师特
共同写成“知成一体”的书。书中
别注重问答式、启发式教学。例如，在《解惑
的林老师，
不仅是一位智者、
仁者，
集》
“关于技术变迁方式模型的可检验假说的
更是一位
“弘毅之士，
百年树人”
的
疑问”中，林老师与罗逸群等 6 位同学进行了
师者。
精彩的
“四问四答”
。
智者：注重“一以贯之”
“ 知成
五是注重对经济学“道”的培养。
“本体与
一体”的经济学家 智者林毅夫，
常无”体现在“理性经济人”的“本体”不变，同
是蜚声海内外的经济学家。一是
时要用一种“常无”的眼光观察世界。经济理
一以贯之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可
论创新的方法，即“一分析，三归纳”。
“ 一分
归纳为：基于经济学现象与问题，
析”指的是面对一个现象时，不是从已有的理
《园丁集：新结构经济学实验
坚持
“理性经济人”
这一
“本体”
，
用
论出发来解释这个现象，而是要了解现象背
班研习交流实录》林毅夫著/北京大
婴儿般
“常无”
的眼光，
实事求是地
后的主要决策者、要达到的目标、可动员的资
学出版社 2022 年 5 月版/69.00 元
探索客观真实的世界，用“一个中
源和面对的限制条件等因素；
“ 三归纳”是指
ISBN：
9787301316153
心，
三个基本点”
视角，
“一分析，
三
当代横向归纳、历史纵向归纳、多现象多因素
《解惑集：中国经济专题答疑
归纳”研究方法，得出逻辑自洽的
归纳。
录》林 毅 夫 著/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分析结论。这也是林老师创立和
六是注重“变”与“不变”的统一。一方
2022 年 4 月版/66.00 元
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的理念。二
面，因为时代不同，学生遇到的环境挑战与机
ISBN：
9787301329474
是知成一体的学风。新结构经济
遇不同，所以教学内容要与时俱进；另一方
学坚持倡导
“唯成乃真知”
的
“知成
面，天不变，地不变，道亦不变，作为知识分
一体”学风，强调理论创新与实践成果相结合，主张只有
子的责任也是不变的，老师要把这些基本不变的道理教
真正在实践中取得成效的理论，
才是真知灼见、
对人类发
给学生，也要把信念理想培养起来。例如，林老师在《解
展有贡献的理论。新结构经济学在波兰、埃塞俄比亚等
读中国经济》的开篇即表示“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一乐
国已得到成功实践。
也”，但随之强调“作为天下的英才，是要对天下负起责
仁者：以“经世济民”为己任的弘毅之士 仁者林毅
任的”。
夫，是具有“经世济民”情怀和人格魅力的弘毅之士。一
新结构经济学人才培养：
从北大走向全国 作为师者
是经世济民情怀。二是自信坚毅。三是宽容博厚的人格
楷模，
林老师激励全国新结构经济学人。
“中国经济专题”
魅力。四是大师的谦逊。在经济学领域，
学术流派众多、
课程、
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培养模式在全国逐步推广。在
学术争论实属正常。但因为“经世济民”情怀和人格魅
上海大学，
以林老师主讲
“中国经济专题”
作为网课资源，
力，
林老师获得了支持者和反对者的一致尊敬。
自 2021 年春起开设
“解读中国经济”
，
并采取以问答式、
启
师者：
“以教书为最快乐”的教学大师 师者林毅夫，
发式为特点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
《解惑集》讨论的
是真实的、
走进广大经济学子心中、
深受爱戴的林老师。
问题，
也是
“泮池论道”
的热点，
我们同样感受到学子进步
一是对教书育人的坚守。林老师几十年如一日地扎
带来的师者快乐。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面，
上海大学、
根教学一线、践行教书育人。林老师在《解惑集》序中写
南昌大学、
哈工大（深圳分校）紧随北大
“林班”
，
开设新结
道：
“自 1996 年在北京大学给本科生开设‘中国经济专题
构经济学实验班；
江苏大学开设了新结构经济学微专业。
’课程至今，除 2008~2012 年到世界银行华盛顿总部任职
林老师还多次亲临人才培养活动。2020 年 10 月 20
未能开课外，已经讲授了 20 余年。”在众多工作中，教书
日，
林老师与上海大学、
南昌大学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学
育人一定是他心中分量最重的工作之一。
员开展座谈会，
在经典的
“三问一答”
后，
林老师勉励青年
二是“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在《解惑集》中，林老
学子努力挖掘新结构经济学这座理论创新“金矿”，做到
师写道：
“难以和同学们进行有效的互动，以及在众说纷
“醒得早，也起得早”，抓住这个时代的机遇、不辜负伟大
纭中为同学们答疑解惑，这是我讲授中国经济专题这门
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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