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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治川——
《山水文化》有“温度”

王治川的书房散发着淡淡墨香，书柜、书架“占
领”了两个墙面，被各类书塞得满满当当。书房地板
上还有大堆图书，足有一米高。王治川的电脑桌不
大，一台笔记本还亮着，他正在为自己的《山水文化》进
行再次创作。“接到新任务，要把约9万字的《山水文化》
删改至3万至4万字，出版社准备出本‘微缩版’。《山水
文化》精心构筑的这座‘城堡’，要我拿掉每个字都很
难。微缩版要翻译成英文，向海外人士介绍江西山
水，希望他们通过这本书感受江西的魅力，所以新任
务必须高质量高效率完成。”王治川说。

《山水文化》中的山有性格，水有灵魂。“山水是冰
冷的，但是我们要用充满温度的文字把它创作成一部
作品，让人感受到暖心，从而热爱江西的山水。”王治
川分享了自己的创作思路。他认为，不管从哪个角度去
写，如果对江西这片山水没有感情，是很难融入创作的。

“虽然祖籍不在江西，但我在江西出生长大，那我
就是江西人。”王治川满怀对江西这片土地的深爱之
情。在《山水文化》里，我们可以感受到王治川把这份
热爱、真情与深厚文字底蕴精妙结合的灵气与大气。
所以，常能看到“在长江中下游南岸，有一块形若桑叶
的红色土地——江西。数千年来，这里的人们勤劳而
善良，勇敢且智慧，在这片钟灵毓秀的瑰丽山川，孕育
并创造了灿烂文化。”这样饱含深情充满文学气息的
美文；也能看到“今天，江西的青山，已展开灵动的画
卷；江西的绿水，正铺开历史的篇章。来江西吧，画您
最新最美的图画，写您最新最美的篇章。”这样大气磅
礴充满韵律的佳句。

王治川走过江西的大多青山绿水，而要把江西的
青山绿水搬到纸上舞台一展风采，却用尽了“十八般
武艺”。6 月 28 日，当看到手中装帧精美的《山水文
化》，王治川感到了自豪。“我对 2006年写的《绿色山
水》一直存有遗憾，有些地方没有写好。但是现在又
给了我一个机会，不单是弥补了遗憾，还从另一个角
度让我又向江西的山水重新表达了一次爱。”

龚国光——
《戏曲文化》看“通俗”

与龚国光见面，是在他家附近的一个小书店里。
76岁的龚国光精神矍铄，说话思路清晰、幽默风趣。

龚国光，1987年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理论
研究班。研究方向为文艺戏剧学与地域文化理论，著
作有《江西戏曲文化史》《赣地艺术、民俗与建筑》《江
西艺术史》《中国戏剧志——江西卷》等。

在动笔写《戏曲文化》前，龚国光还是非常有底气
的。“2003年我出版了《江西戏曲文化史》，是本纯学术
书，自以为还可以，共28万字。”加上对江西戏曲文化
多年的了解和研究，龚国光认为拿下 7万字的《戏曲
文化》问题不大。不到 6个月，龚国光把一稿交给了
编辑，却被“无情”退回。“说我还是过去的老思维，一
稿学术味太浓，什么都要求全面。我顿时感觉‘老同
志碰到新问题’有了危机感，之后为此苦恼了很久，笔
都提不起来，就一直在思考如何突破。”

龚国光反复回想第一次受邀参加丛书撰写座谈
会上的要求，会上指出，每位作者应围绕“正”“专”

“新”“特”“精”“美”来精耕细作。因此，他决定还是要
从这6个字寻找突破口。“通俗易懂，是这本书最大的

特点，我不能再用老的学术思想写这本书了。新时
代要有扑面而来的新文风，不要哗众取宠，但要实实
在在。既要有深厚的学术性，又要深入浅出把戏曲
上枯燥无味的东西跟讲故事一样娓娓道来，好像我
们亲历了这些戏曲的发展。”龚国光就像找到了解题
思路一样，由苦恼到兴奋，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再次
创作中。

有舍就有得。江西戏曲文化渊远流长，唐歌舞、
宋杂剧等诸多种类戏曲已在江西发展演变，龚国光把
它们都集中在导言里，仅仅用了千字，目的就是尽快
引入弋阳腔。所以《戏曲文化》第一章先谈到了弋阳
腔、青阳腔，龚国光认为这两种声腔这是江西戏曲的
精髓，而弋阳腔的产生不仅填补了中国广大农村长期
文化荒漠的空白，而且改变了中国戏曲发展的格局与
走向。“精简唐歌舞、宋杂剧是为了弋阳腔等重要内容
服务的，不要面面俱到，有舍才有得。”这是龚国光在
创作中的体会。

《戏曲文化》中，不论是介绍声腔还是叙述人物都
非常精准，是一部严肃又通俗易懂的著作。“严肃和通
俗并不矛盾，这本书每一出处、每一句话都是再三考
量。虽没有页下注，但是每一段、每一个历史史料经
得起推敲，经得起打磨。”龚国光说。

江西戏曲的繁盛与人才辈出相互映衬，龚国光笔
下的周德清、魏良辅、汤显祖、蒋士铨形象鲜活，神采奕
奕，读起来仿佛是与古人进行一场超越时空的对话。

曾绯龙——
《庐陵文化》著“精华”

阅读了20多本有关庐陵文化研究的书籍，写下3
万多字的读书笔记；在创作全书之前，近一万字的写
作提纲修改了五遍……谈起《庐陵文化》，曾绯龙仍难
以释怀。但正因他的钻研和努力，才能在浩如烟海的
庐陵文化史料中提炼出庐陵文化的七大精华：“江南
望郡”“古村风韵”“崇文重教”“文章节义”“璀璨民俗”

“千年荣耀”“文脉传承”。
“因为事先告知要做成有声读物，所以在《庐陵文

化》一书创作过程中，我尽量往诗化散文的风格靠
近。特别是关于庐陵先贤的事迹讲述方面，决不仅靠
一些史料支撑，依葫芦画瓢，而是带入个人内心的丰
富情感体验和人文思考，尽可能让读者产生共鸣。”曾
绯龙说。而在文化古村、璀璨民俗等章节的创作当
中，他尽量采取蒙太奇的表现手法，让文字呈现更多
更精彩的镜头感与画面感，让读者有了读书即欣赏电
影的体验，令人印象深刻。

曾绯龙坦言，《庐陵文化》创作过程是“费尽周
折”。前期不仅要有充足的准备工作，而庐陵文化在
古代与当下以及未来如何融合，特别是对庐陵文化如
何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他也花了一番功夫。“经
过思考，我决定对庐陵文化生态园的文星塔、神冈山
公园的望阁、吉安高铁站前广场和阳明西路孔雀翎绿
化等建筑或造型的深刻寓意，以及庐陵文化作为井冈
山精神的文化基础，进行一番诗意诠释。并写到宋代
点茶技艺的传承、庐陵老街建成庐陵非遗文创馆等一
些‘两创’的生动案例。”

“今后，我将深入吉安一中、庐陵老街、滨江小学、
杨万里书店等场所作庐陵文化公益讲座，并踊跃参与

《庐陵文化》电视专题片的拍摄、有关庐陵文化文创产
品的研究与开发等工作，奋发进取，勇于担当，不断提
升吉安在外知名度和美誉度，奉献一位文艺工作者的
绵薄之力。”曾绯龙说。

在全省上下奋力描绘新时代江西改革发展
新画卷的历史进程中，以正确、权威、精彩的讲
述，全方位宣传好江西悠久的历史、厚重的文化、
传承好红色基因，十分重要。特别是在加强国际
传播能力建设的背景下，通过文化产品提升“江
西故事”的吸引力、感召力、影响力，让我们的声
音更响亮，是十分有意义、有价值的。

《江西文化符号丛书》应时而作，应运而生。
这套文化读本从文化符号的角度对江西博大文
化内涵进行全面梳理、深入阐释。选题强调文化
事项的代表性、独特性及在全国乃至世界的地
位，凸显出江西文化的个性与亮色。这套丛书有
三个鲜明特点：

其一，在整体策划、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凸显
江西文化的重点和亮点。

丛书沿着江西文化的发展脉络，从博大精深
的江西文化中提炼出近 20个重要的文化选题，
由于对江西文化有着全面梳理和整体把握，因而

所确定的选题能够大致勾勒出江西历史文化的
整体轮廓。在整体布局的前提下，丛书重点提出
12个选题形成丛书第一辑，可以说，这12本书已
经构筑起江西古今文化的基本空间，并形成了彼
此呼应、相互印证，共同呈现出江西文化整体风
貌、厚重底蕴、鲜明特征和崇高地位。

其二，立足于历史记忆与时代精神的当代传
承，体现了学术研究应“观照现实”的使命要求。

在回望历史中立足时代，是这一丛书的鲜明
品质追求。丛书重视文化资源的当代转化与创
新，在整合江西地域文化多年研究成果的基础
上，及时吸收最新研究成果，并根据时代需要进
行整体策划。选题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不仅注
重江西文化的历史成就与历史地位，更为看重地
域文化的时代意义，致力于将历史文化资源转化
为生生不息的时代力量。如丛书对“江西中医药
文化”专题的关注，这是以往江西地域文化研究
中的薄弱环节。

其三，可读性强，图文并茂，编印精美，引入
全媒体传播的手段。

每本书 15万字左右的篇幅，作为一本科普
读物来说，是非常合适的，既保证了对于一种文
化主题阐释的全面与完整性，也考虑到读者的阅
读习惯；丛书对赣鄱地域文化的解读、阐述可谓
精彩，采取散文式笔调，表述准确清晰、力求生
动；结合文字讲述，书中插入了丰富的插图，有着
较强的可读性。书的装帧、用纸、印刷，体现了较
高的水准，符合人们对于精品读物的需求。特别
是丛书引入了全媒体形式（兼有文字、图片和声
音阅读），给人以非常愉快的阅读体验。

在举国上下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
的浓厚氛围中，《江西文化符号丛书》第一辑正式
出版，这是我省出版界、学术界的一件大事。丛
书对于传播江西文化、讲好江西故事，具有重要
意义，是实施文化强省战略的标志性成果之一。

（作者系省文联主席）

江西“物华天宝，人杰地灵”“雄州雾列，俊采星
驰”，是人文渊薮之地，文章节义之邦。

在历史的眷顾中，文明与智慧在这片古老而富饶
的土地上激荡、交融、沉淀、升华，孕育了兼容并蓄、海
纳百川、多元特质的江西文化，涌现出辉映史册的杰出
人物，积淀了弥足珍贵的人文资源。在整个中华民族
的文明史上，江西文化浓墨重彩、影响深远。宋明时
期，全盛的江西文化更是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结晶和
代表。新民主主义时期，江西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中
心区域，成为中国革命胜利前进的伟大基地，红色文化
璀璨辉煌。这些具有独特魅力的江西文化散发出馥郁
的芬芳，蕴含着温润的力量，氤氲在历史的光阴中，汇
聚在时代的大潮中，滋润着广袤的赣鄱大地，滋养着广
大的江西儿女。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为了深入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江西省委、省政府把文化
强省作为重大战略，出台了《关于加快文化强省建设的实
施意见》，明确提出到2025年，江西要建设成为在全国具
有较大影响的文化强省。《江西文化符号丛书》的出版正是
江西省委宣传部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落实文化强省建设的一项具体行动。

我们策划出版这套《江西文化符号丛书》的初衷，
就是力图将江西符号与江西形象、文化自信和文化思
考，一起熔冶进书中，通过底蕴深厚的文字与精美个性
的画面，带领人们理解江西文化的内涵，感知江西文化
的灵魂，给人们梳理出一个清晰的文化发展脉络，提供
一个宽敞的文化游历空间，架构一座理解传统文化与
先人智慧的桥梁，活化一种历史记忆和时代精神的生
动传承。

《江西文化符号丛书》的出版是一项系列工程。当
前，我们选取了相对立体的涵盖江西特色文化基本面的
12种文化作为第一辑出版，即《红色文化》《山水文化》

《陶瓷文化》《书院文化》《戏曲文化》《农耕文化》《商业文
化》《中医药文化》8种特色文化，以及《临川文化》《庐陵
文化》《豫章文化》《客家文化》4种地域文化。这些都是
在江西历史上经过时间检验，已经形成广泛影响，并在
较大范围内获得公认的文化成就和文化现象，它们是一
道光、一条路，引导人们向光而行，不断续写新的华章。
同时，江西文化元素丰富多彩，文化明珠灿若星河，除了
以上12种之外，儒家文化、佛道文化、青铜文化、吴城文
化、建筑文化等都是江西有重要影响的文化元素，我们
将在后续出版规划中予以考虑。

（本文为《江西文化符号丛书》前言，有删节，题目为
编者所加）

讲好江西故事的权威读本
12 册文化图书、12 种

文化符号、12种文化元素，
闪烁着江西文化熠熠星辉。

近日，《江西文化符
号丛书》第一辑共 12册由
江西人民出版社、江西美
术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是我省宣传文化系统合力
打造的一套精品图书，选
取了相对立体的涵盖江西
特色文化基本面的12种文
化，包括《红色文化》《山水
文化》《陶瓷文化》《书院文
化》《戏曲文化》《农耕文
化》《商业文化》《中医药文
化》等 8种特色文化和《临
川文化》《庐陵文化》《豫章
文化》《客家文化》等4种地
域文化。丛书集合了多位
省内资深专家、优秀作家
参与创作，集中地展示了
江西文化精华，带领人们
理解江西文化的内涵，感
知江西文化的灵魂。

□ 叶 青

作者话创作作者话创作

传播江西文化传播江西文化
塑造江西形象塑造江西形象

精彩书序精彩书序

感知江西文化灵魂感知江西文化灵魂
□ 李 征

▲《江西文化符号丛书》之
《红色文化》
俞银先 著

▲《江西文化符号丛书》之
《山水文化》
王治川 著

▲《江西文化符号丛书》之
《陶瓷文化》
郑云云 著

▲《江西文化符号丛书》之
《书院文化》
胡青、徐永文、黄漫远 著

▲《《江西文化符号丛书江西文化符号丛书》》之之
《《豫章文化豫章文化》》
陈立立陈立立 著著

▲《江西文化符号丛书》之
《戏曲文化》
龚国光 著

▲《江西文化符号丛书》之
《农耕文化》
施由明 著

▲《江西文化符号丛书》之
《商业文化》
谢宏维 著

▲《江西文化符号丛书》之
《中医药文化》
蒋力生 著

▲《江西文化符号丛书》之
《临川文化》
罗伽禄 著

▲《江西文化符号丛书》之
《庐陵文化》
曾绯龙 著

▲《《江西文化符号丛书江西文化符号丛书》》之之
《《客家文化客家文化》》
龚文瑞龚文瑞 著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