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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领导干部必
备的七种能力》
张荣臣、苟立伟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抒写时代的力量与温暖抒写时代的力量与温暖

品书品书

提升能力 勇于担当
□ 高庆成

随着国内儿童阅读需求上升，少儿阅读市
场逐渐扩大。然而，部分粗制滥造、内容失格的
童书流入市场，很容易对少年儿童产生不良影
响，引起了家长们和社会舆论的关注。如《淘气
包马小跳》里，两个孩子竟然在轻松地讨论自杀
方式。

要想遏制“问题童书”，需要全社会的关
注、支持和参与，既需要从源头来避免“问题图
书”的出现，同时又需要加强市场监管，对市场
上已经在售卖的“问题图书”发现一起查处一
起。

对于“问题童书”的写作者、编写者、出版者
来说，他们并非不知道这样的书就是给未成年
人看的，为什么作品里还会出现血腥暴力、三观
不正、暧昧色情等“少儿不宜”的内容？就是因为
这样的内容对孩子更有吸引力，更有可能让图
书成为畅销书，所以导致一些著名的童书作家
也无法免俗。我们希望作者、编者、出版者，能够
多些社会责任感，多些对孩子们的爱护之心，从
源头避免“问题童书”的出现。

未成年人缺乏辨别是非对错的能力，更
多的时候凭感官来选择事物，反映在阅读
上，就是“问题童书”可能更受孩子们欢迎。
这时候，就需要通过学校的阅读课、家长的
亲子阅读等等，来对孩子进行正确的教育引
导，既帮助他们遴选合格的童书作品，同时
也教授他们如何自己辨别“问题童书”，主动
远离“问题童书”。

可以说，只有多管齐下，多措并举，形成合
力，才有望真正遏制“问题童书”，还童书市场
以海晏河清。孩子的心灵是纯净的，我们也鼓
励和乐见孩子喜欢阅读，喜欢书籍，但是我们
首先必须要保证向他们提供合格的图书产
品。而童书作为孩子们的“专用书”，更应该以
一尘不染为目标。

童书岂能“有毒”
□ 苑广阔

书语
全国报纸副刊最佳专栏全国报纸副刊最佳专栏

日前，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系列”（英文
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
行。该系列由国内资深英文媒体
人张慈赟先生所著，共分《中国神
话故事与三十六计》《中国历史著
述》《中国成语故事》《中国历代著
名绘画作品鉴赏》《中国历史人
物》《中国古建筑及其故事》六
册。作为国内首套用英文系统介
绍中国传统文化的故事读本，该
系列精选浩瀚中国文化题材中最
具代表性、典型性、趣味性的故
事，基本涵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
主要内容。

在这六册书中，张慈赟将错
综复杂的事件和人物概括成可读
性强的故事，其中囊括了探究人
类起源和信仰的神话故事、集合
古人智慧与谋略的“三十六计”、
凝结璀璨文明的历史著述、具有
深远影响的历史人物、浓缩汉语
精华的成语故事、意蕴悠长的中
国画以及巧夺天工的古代建筑。
该系列内容通俗易懂，语言朴实
流畅，用词准确地道，文章一气呵
成。为了更形象地展示人物和情
节，上海译文出版社特邀设计师
为每一篇文章绘制了插画，既生
动活泼，又不失传统特色。为尽可
能地保留跨页长图的美感与细节，
系列统一采用非传统的24开本大
小，裸脊彩线装订可直接摊平，极
大地提升了阅读观感和趣味性。
此外，独特的镂空工艺配合插画元
素的设计巧思精美，彰显淡雅的国
风意境，让人眼前一亮。

如今，随着中国整体实力和
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如何更
好地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国
门，如何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成
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长期以
来，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最大障碍
在于中西方话语语境的差异和民
众的参与度不高。以往出版的中
国传统经典的翻译作品或是西方
学者撰写的有关中国文化的著作
中，大多只注重文本的表述方式，
忽视了中西方跨文化传播中的差
异和细节，没有考虑到文化传播
者和接收者的心理特征及价值取
向。而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
承系列”（英文版）中，张慈赟总能
恰如其分在微妙的中西方语境中
找到平衡点：《清明上河图》与《蒙
娜丽莎》、“覆水难收”与英文谚语
中“无需为打翻的牛奶哭泣”……
这些颇具新意的对比看似相距甚
远，实则为不同文化下的读者开
辟了一条新的路径，让人在会心
一笑之后又回味无穷。涉及对

《诗经》、唐诗、宋词等中国传统文
体形式的叙述时，张慈赟摈弃了

繁琐的理论和框架，通过翻译转
换与解释，以简洁地道的英文娓
娓道来，为中国读者提供了一个
讲述中国文化的新视角，也潜移
默化地培养了他们讲好中国故事
的能力和意愿。

张慈赟不仅参与创办《中国
日报》，并主持了《上海日报》等 3
份英文报纸的创办工作。他深
谙中西方语言文化之精髓，外加
其拥有十余年政府新闻工作经
验及三十余年的重大翻译项目
的实践经历，使得这部丛书所甄
选的故事及其时代背景，是最能
展现中华文明成果的根本创造
力和中国人对宇宙、自然、社会
和人的本质的思考。加之内容
鲜活灵动、着重于对人物和故事
的描述、新闻体的写作模式使得
篇幅也相较一致等，这就更易于
在国外读者心中引起回响。这
套丛书旨在为中西跨文化交流
搭建一座稀有并珍贵的桥梁，让
更多的外籍人士参与到阅读中
来，从而更深一层地认知和欣赏
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

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
□ 谢祥宸

今年 5月起，为充分发挥
优秀作品的引领示范作用，推
动多出精品、多出人才，为人
民群众提供更好的精神食粮，
国家新闻出版署组织实施了
2020年“优秀现实题材文学出
版工程”，共有273家出版单位
申报作品 619 种。经多轮评
审，评选出《习近平扶贫故事》
等15种作品。

最终入选2020年“优秀现
实题材文学出版工程”的作
品，是专家从近一年出版的一
大批现实题材作品中经过反
复阅读比较遴选出来的，分别
是：商务印书馆《习近平扶贫
故事》、江西人民出版社《琵琶
围》、人民文学出版社《涧溪春
晓》、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西
海固笔记》、党建读物出版社

《延安答卷——脱贫漫记》、上
海文艺出版社《革命者》、浙江
文艺出版社《醒来》、中译出版
社《中国海军》、青海人民出版
社《青藏线》、时代文艺出版社

《山林笔记》、中信出版集团
《南货店》、花城出版社《钟南
山：苍生在上》、上海交通大学
出版社《查医生援鄂日记》、二
十一世纪出版社《独龙江上的
小学》、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我和小素》。
这些作品内容涵盖迎接

建党 100周年，展现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美好图景、记录脱贫
攻坚伟大成就和成功经验，培
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礼赞
历史英雄、讴歌当代模范，打
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
战、阻击战等主题。作品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以
高质量为标准，贴近时代、贴
近生活、贴近读者，思想性、艺
术性、可读性较好，体现了当
前我国现实题材文学出版的
较高水准。

▲《独龙江上的小学》
马瑞翎 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近日近日，，20202020年年““优秀现实题材文学出版工程优秀现实题材文学出版工程””入选作品揭晓入选作品揭晓，，最终确定最终确定1515部部，，我省我省《《琵琶围琵琶围》《》《独龙江上的独龙江上的
小学小学》》榜上有名榜上有名。。

此次入选作品聚焦主题主线此次入选作品聚焦主题主线，，深入生活深入生活，，观照现实观照现实，，从不同视角展现了重大时代主题和社会精神风貌从不同视角展现了重大时代主题和社会精神风貌，，反反
映了当前文学出版的较高水准映了当前文学出版的较高水准。。

《琵琶围》由江西人民出版
社出版，是“决胜全面小康、决
战脱贫攻坚”现实题材的长篇
小说，它以江西赣南原中央苏
区贫困山村“琵琶围”为蓝本，
用有温度、沾泥土、带露珠的故
事，讲述这些地方在精准扶贫
后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通过
小切口折射大主题，通过小故
事反映大时代，通过小地方的
大变化，从侧面反映精准扶贫
伟大成就。

江西人民出版社社长张德
意介绍说，与时代同步伐、以人
民为中心，在成风化人、凝心聚
力方面，现实题材文学出版物
有着先天的优势。时代造就经
典，只有把出版使命同国家发
展紧密相连，才能为读者奉献
更多精品力作。

新时代脱贫攻坚的伟业，
不仅仅是经济上摆脱贫困，也
是广袤乡村的社会变革与精神
洗礼，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人的
变化和成长。在《琵琶围》中，

作家以自己的独特观察和细腻
笔触，成功塑造了何劲华、金彩
凤等新时代波澜壮阔脱贫攻坚
浪潮中的基层党员干部形象以
及苏区干部一以贯之的好作
风，通过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
物，真实再现了党的领导下苏
区人民摆脱贫困、追求美好生
活并美梦成真的历史事实。全
景式、多方位抒写“琵琶围”的
沧桑巨变，以及巨变背后的时
代缩影和精神嬗变，抵达历史
和人心深处。

现实生活是作家创作的源
泉，但是仅仅局限于作家自身
经历的有限经验，创作难免会
出现同质化、模式化的问题，现
实题材创作要求作家将目光从
自己的小天地里抽身出来，投
向社会、投向他人、投向更深广
的人类世界。

在温燕霞的《琵琶围》中，
小说没有正面写何劲华等扶贫
干部身上的红色精神，而是通
过贫困户橘子婆等人的口吻，

将苏区红军的精神与扶贫干
部的行动对接。《琵琶围》巧妙
地把一座围屋的前世今生，将
新时代党中央的要求、苏区脱
贫攻坚的艰巨、扶贫干部的艰
辛与努力，和苏区精神以及苏
区干部好作风好传统很好地
勾连在一起，既有当代生活的
开阔，又有革命历史的纵深。

儿童小说《独龙江上的小
学》是扶贫题材的一个独特景
致，清新可爱、鲜活灵动。

在我国西南边陲大山深处
有一条独龙江，江边生活着一
群人，他们世代生活在这里，有
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和生活习
俗，他们是中华民族大家庭里
神秘而古老的成员。其中一支
叫独龙族，他们有自己的语言，
到现在仍在使用。独龙族人现
在的生活状况到底是什么样

的？他们的孩子是否在上学？
怎么上学？《独龙江上的小学》给
了我们一个机会，跟随独龙族小
孩阿鼎去体验他们的生活。

打开《独龙江上的小学》，犹
如徐徐展开一幕幕可以触摸的
独龙族历史画卷：结绳刻木记
事、老柚木溜梆、简陋的木楞房、
长年不灭的火塘……独龙族奇
特的人文风貌别具一格地呈现
在读者面前。山外大世界的读
者翻开本书，如同打开一扇美
好、温暖、有趣的记忆之窗。《独
龙江上的小学》责任编辑方敏
如是说。

这本充满童趣的书，由 25
个既独立又彼此相连的故事组
成，讲述独龙族小男孩阿鼎走
进一所“一师一校”小学读书的
过程，集退耕还林、集中办学、
整村搬迁、交通扶贫等各项惠
民政策题材于一身，寓重大命

题于儿童视角，以孩子的成长
映射了民族的进步，讴歌和颂
扬了独龙江在国家精准扶贫政
策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独龙
族“彩虹搭桥、星星铺路、白云
传书”的传说，在阿鼎这一代人
身上成为现实。作者以充满激
情的笔调，深刻提炼了独龙族
人民历经贫困之后大变革、大
发展的精神内核。

由于怒江区域历史上并没
有文字，地理环境恶劣封闭，因
此怒江少数民族独特的文化历
史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是被淹没
的、鲜为外人知的。这部作品
全景式再现了怒江大峡谷的一
段绮丽往事，表现了怒江特有
的精神生态、自然生态的变化
与变迁，以及人民在此过程中的
进步与受到的伤害……因此，作
品除了具有文学意义外还具有
文化意义和社会承载意义。

紧跟新时代，
书写新史诗

▲《琵琶围》
温燕霞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 本报记者 杨淑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新时代意味着新起
点、新担当，呼唤新气象、新作
为。领导干部，尤其是年轻干
部要做到敢于担当，不仅要有
敢担当的勇气和定力，更要有
担得起的底气和能力。近日
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中
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党建部教授张荣臣和中共重
庆市委党校（重庆行政学院）
科社教研部讲师苟立伟联合
撰写的《新时代领导干部必备
的七种能力》应世而出。

张荣臣教授长期从事对
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和党的
建设问题的研究，尤其是在马
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史和马克
思主义党的学说经典著作、文
献的研究上，在党群关系和党
的作风建设的研究上有其深
入的思考和学术厚度。苟立
伟是科社教研部讲师，主要研
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
设。两位作者对马克思主义
党的建设问题均有独到且深
入的研究，而新书《新时代领
导干部必备的七种能力》的出
版备受瞩目。

《新时代领导干部必备的
七种能力》全书内容紧紧围绕
新时代领导干部必备的七种
能力，即政治能力、调查研究
能力、科学决策能力、改革攻
坚能力、应急处突能力、群众
工作能力、抓落实能力，深入
讲述了领导干部提高解决实
际问题能力的方法。党的领
导干部，是党的干部体系的重
要基础，也是党的执政基础。
做到有效应对当前复杂形势，
完成艰巨任务，都需要提高解
决实际问题能力。

全书共分为七章，每章通
过对一种能力进行深刻剖析，
通过必要性、重要意义、基本
要求、努力方向、着力点等方
向逐一展开叙述。深入解析

新时代领导干部提升“七种能
力”的目标、要求、方法和路
径。围绕这七种能力进行全
方位的阐释，不仅对提高能力
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进行阐释，
而且分析了领导干部可以通
过何种方式实现能力提升，实
用价值一目了然。

正如开篇序言所言，软肩
膀挑不起硬担子。时代在发
展，社会在进步，站在新的历
史发展节点上，面临着许多前
所未有的挑战，面临着许多从
未遇到的难题，领导干部只有
政治过硬才能守住初心、保持
本色，只有本领高强才能担当
使命、干好工作。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事业关键在干部、
关键看干部、关键靠干部。

从八大本领，到七种能
力，都是硬杠杆。新时代已经
提出新的命题，更为新时代年
轻干部的磨炼和成长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这是年轻干部必
须练就的“硬本领”，必须啃动
的“硬骨头”。《新时代领导干
部必备的七种能力》从实际出
发，运用翔实的语言谱写出实
际有效的提升七种能力的必
要性与工作方法，有助于帮助
广大党员领导干部不断提升
能力，解决问题、破解难题。

一直喜欢读书，捧起一本
书时，感觉整个世界都在文字
里安静下来。然而，在繁忙的
工作和生活中，仿佛总有做不
完的大事小事，即使稍有空
闲，微阅读、微视频等等又翻
江倒海汹涌而来，读书好像成
了一件很奢侈的事。

渐渐地，几周、几个月甚
至更长时间不读书的日子，总
感觉内心空荡荡的，无所寄
托，无处安放，内心深处恐慌、
失落。

随着年岁的悄悄增长，在
众声喧嚣的当下，越来越觉得
读书就像生活一样，也是需要
仪式感的。于是，我踏上了与
从前不一样的阅读之旅，没想
到，至此一发而不可收。

读小说的时候，我喜欢先
磨一杯咖啡，慢慢地煮，让咖
啡的香气弥漫整个房间，我整
个人、整本书氤氲在咖啡的浓
香里。轻轻翻阅小说，把自己
的身心嵌进我最喜欢的那个
角色里，在书本打造的另一个
空间和时间里感受另一种人
生的风云变幻。小说情节的
起承转合牵动着我的心，或激
动、或兴奋、或担忧、或思索
……读到动情处，不自觉地端
起咖啡来品尝，咖啡的味道也
随着书本的情节或浓或淡，时
而苦涩，时而香甜，别有一番
滋味在心头。

读诗歌的时候，我喜欢端
出朋友送我的一套精美茶具，
淡青的底色，含苞的莲花，莲
叶舒展，蜻蜓翩飞。“江南可采
莲，莲叶何田田。”书未展，诗

情画意早已盈盈纸上。泡上
一壶清茶，边细细品读精美的
文字，边轻轻地呷上一口，淡
淡的茶香萦绕，整个人放松下
来，读书的意味越来越浓郁，
那一篇篇纯净美丽的诗句直
入心底，让我尽情享受时光的
美好。

读散文的时候，我会在书
桌上摆放好我最喜欢的绿植，
拼上一盘精美的果盘，再来一
小碟健康的零食，一切准备好
之后，拿起书来读，那感觉就
像在和作者聊天谈心，无比亲
切，感觉自己和作家原来也可
以这样“熟络”，似多年好友，
又似邻家大姐，我们一起话着
家常、说着心里话。很多时
候，我会从和他们的“谈话”里
得到启发，受益多多。

有时，我也会到公园里去
读书，先找一个僻静阴凉的地
方，铺上野餐用的毯子，摆上
带上的食物，享受着蓝天白
云、绿树红花，聆听着各种鸟
儿的歌唱……累了就四处走
走，无比的浪漫。

有时，在夜深人静的时
候，我也会塞上耳机，一边听
着舒缓的音乐一边阅读，别有
一番情趣……

有仪式感的阅读，让我
读书的欲望越来越强烈，而
最让我兴奋和欣慰的是，正
在读初中的儿子在我的影响
下，在作业完成后以及在周
末的空闲时间，他也放下手
机、摘掉耳机、关上电脑，开
始对书爱不释手了！

读书也需要一点仪式感
□ 李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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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孩子的成长映射民族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