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寻找证明——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微型小说作品精选》
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 主编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本书是一部献礼建党百年的
作品集，精选100篇微型小说，再现
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
命、抗日战争、改革开放、反腐倡
廉、脱贫攻坚、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的历史征程，展现了革命老兵、优
秀共产党员等的光辉形象。

《小飞鱼蓝笛》系列丛书
金朵儿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这是一部将环保、科普、冒险、
梦想、爱的教育等主题融为一体的
系列童话故事。故事的主角小飞
鱼蓝笛，既能在大海里遨游，又能
在海面上飞行，他聪明、机智又有
些贪玩，在一系列非同寻常的冒险
经历中展现勇敢、团结、友爱的优
秀品质。

《关键看老乡：江西老区脱贫攻坚
纪实》
李春雷 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本书全景式地展现了江西各
地脱贫攻坚战取得的成果，展示
了“上下同心、尽锐出战、精准务
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
民”的脱贫攻坚精神，描绘了我省
贫困地区进入全面小康社会的胜
利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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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在云端书院在云端
□ 张小圈

20世纪的 70年代末，我在部队服兵
役，所在的是边防部队，驻守在西北的大
漠深处。那个年代，物质贫乏文化生活
单调，在远离城市的大漠深处，别说电视
了，就是广播也无法听清楚，平时就是看
看《解放军报》《人民军队报》。于是，我
给家里写信请家人给我寄几本书来。当
时，父亲在部队从事政治工作，他觉得十
七八岁正是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形成
的时候，便给我寄了四本书——《新一代
最可爱的人》（三册）和《成才之路》。

《新一代最可爱的人》反映的是对越

自卫反击战中战斗英雄的事迹。作为一
名军人，我被书中的每一位战斗英雄的事
迹所感动，南疆硝烟弥漫的战场，在枪林
弹雨中与敌人浴血拼杀的战友，鼓舞着我
们这些稚气未消的新兵。父亲的良苦用
心没有白费，书中的英雄事迹鼓舞着我，
在训练中我是更加刻苦，做战术动作时，
脑子总是想着书里的英雄在战斗中勇敢的
模样。后来，在全团对抗射击比武中，我夺
得“神枪手”的称号。时至今日，我拿出“神
枪手”证书，心中的热乎劲不减当年。

《成才之路》，是一本年轻人走好人

生路的“指南”，对于刚走出学校，走出
家门，走向社会的年轻人来说，这本书
确实大有裨益。此书用大量从古到今
成功者的事迹，教导年轻人如何立志，
如何认识自己，如何珍惜时光，以及如
何经营事业、婚姻、家庭，如何学习创新
等。在我看来，书中的许多观点直到今
天也非常有价值，对年轻人依然有指导
和教育意义。

麦家说，读书有什么用，只有读书的
人才知道，不读书的人是不知道的。通
过读书，我比任何人都能认清自我，认清

自己想要怎样的生活。
读书的意义不仅仅是这些，但是读

书的意义只有靠自己去领悟。读书，是
成本最低的投资，是提升自己眼界和人
格的最佳途径；同时，读书是帮助我们解
决困难，适应环境，并获得新思想的来
源。只有沉下心来多读书，才能汲取真
正的养分。世界上任何书籍都不能带给
你好运，但是它们能让你悄悄变得更好。

军营中阅读了这两本书，让我内心
有了信仰，寻找到了奋进的源泉，汲取了
刻苦拼搏的力量。

步入南昌新地中心写字楼的电梯，轻轻按下第 35层
的按键，轻微的失重感后，电梯门倏忽开启。眼前的景象
恰似一幅展开的画轴——玫红的花朵盛放在圆形的窗前，
明净的玻璃映出许多伏案阅读的身影。墙边一簇明亮的
灯光照射着四个蓝色的小字“云端书院”，正呼应着窗外那
一碧如洗的蓝天。这是目前南昌最高的城市公共阅读空
间，也是对写字楼公益文化经济圈的首次探索。400平方
米的建筑面积、2万册的藏书量，这里不算大，但足够新、
美、精。

这座书院没有冗余的装饰，白色的地板、原木色的书
柜，衬托出绝对主角，那就是种类繁多的书籍。“政治历
史”“经典与畅销文学”“生活之美”“经济文化”“儿童读
物”，这里的书籍分为这么几大类，其中最受欢迎的文学类
中，还为广获好评的作家村上春树和东野圭吾单独辟了专
区陈列他们的作品。无论年纪层次、兴趣爱好不同的人，
总能在这满目墨香中遇到自己感兴趣的那一本。将它从
书架取下，再轻轻翻开扉页，随意拣个蒲团坐下。此刻，精
神的高度专注与愉悦可以让人忘却时间。一本读完，日已
西斜，只有窗外的云陪伴着不知疲倦的读书人，分享着那
难以言说的快乐。

“赣江畔 云端上 城市文化会客厅”这句话书写在整
个空间的正中，表明有别于普通书店。这里是对公益文化
事业的一次尝试——远离商业区、居民区，立足于写字楼
内，让忙于工作的白领们有个精神的栖息地；书籍不出售
仅借阅，如按期归还借阅全免费；除却图书，还集咖啡休
闲、艺术沙龙、文化社交、品牌文创、培训团建为一体，功能
丰富。未来，这里还能为创业者提供“公益办公场所”，为
艺术家提供“公益展览场地”，为学生们提供“公益自习
室”，为学者们提供“文化会客厅”。书店的形态空前丰
富，直至演变为一个包容并蓄的城市文化空间。

这里地处云端之上，但并不曲高和寡。它的每一处设
计、每一点设想都真正贴近读者的需求。所以无论是周末
还是工作日，都能看到许多人流连在这里，妈妈给孩子低
声讲着书中的故事，小姐妹头靠着头看某段扣人心弦的情
节，文学爱好者们品着咖啡，争论着几种写作手法的高
下。书在这时毫不刻板，而是化身为沟通交流的桥梁，促
成一段温馨的时光，或是几枚思想火花的碰撞。抬头看
云、低头看书、回头看你。人与书的奇遇，在这里随时都在
发生。

以“书院”为名，也足见巧思。众所周知，江西的书院
文化源远流长，书院不仅教书育人，更是思想文化交流的
中心。先贤们择一青山绿水的佳处，建庭院、掌经籍、育栋
梁。当时书院之盛，曾有“江西书院甲天下”的美誉。如今
在这城市一隅，仿佛延续了书院的精魂，不仅以书籍丰富
都市中人的内心，更遍请各路名家开设讲座，或是举办由
传统乐器为主题的音乐会。当看到作家遇水君的阅读讲
座上读者们踊跃发问的热烈场面，当听到陶笛与笙那古朴
苍凉的音色，相信很难有人能不为之打动，继而感念这云
端小屋的存在。这是城市的乌托邦，有高度、有温度，更有
气度。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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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现场书现场 书
香
载
着
文
化
走
世
界

金秋九月，第
28届北京国际图书
博览会举行。今年
的北京图博会采取
线下展会为主、网
上平台配套、线上
线下结合的方式举
办，是全球疫情下
首个恢复线上线下
结合办展的重要大
型国际书展。本届
书展，为延续走出
去的文化发展理
念，克服疫情影响，
江西出版人充分运
用“线上线下相结
合，国内国外共联
动”的方式为海内
外观众带来了一场
场精彩纷呈的文化
活动。

江 西 出 版 集
团 、中 文 传 媒 携
1200余种精品出版
物亮相，围绕建党
百年、全面小康、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等主题，策划
组织了多场优质版
权推介、外文版新
书发布、版权输出
签约等文化交流活
动，向世界介绍新
时代的中国、新风
貌的江西。

文化承载民族
血脉，构筑民族精
神。中外文化交流
一直以来是推动中
国与世界对话，促
进全球文明互鉴的
重要活动。近年
来，江西出版集团、
中文传媒秉承“讲
好中国故事，传播
好中国声音”的理
念，立足国际视野，
深耕文化行业，不
断提升国际传播能
力，取得了丰硕的
成果。

□ 胡 飞 本报记者 杨淑玲

《江西文化符号丛书》
实现4个语种版权输出

书语
全国报纸副刊最佳专栏

书博会期间，《中国当
代文学经典必读》英文版
新书发布会暨签约仪式备
受瞩目。

《中国当代文学经典
必读》是由百花洲文艺出
版社与中国现代文学馆共
同推出的系列丛书，中国
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
处书记，中国小说学会会
长吴义勤担任主编，中国
现代文学馆等机构的专家
学者承担选编和点评工
作。丛书目前已推出数十
种，跨度近四十年。丛书
秉承“回溯经典，重新发
现，权威选编，名家评定”
的出版定位，对中国当代
文学中的中篇小说、短篇
小说进行了全方位的梳理
和总结。

自出版以来，这套丛
书受到了各界的广泛好
评，且在版权输出方面实
现了转化，多次入选经典
中国国际出版工程。皇家
柯林斯出版集团以卓越的
眼光，迅速捕捉到了这套
丛书的独特价值，集团主
席莫罕·卡尔诗先生和中
国区总裁宋波先生一行曾
亲自到访百花洲文艺出版
社，达成了系列图书版权
合作协议。目前，经过美
国翻译家丹尼尔·麦克莱

恩翻译，汉学家、资深编辑
格雷格·琼斯编辑的《中国
当代文学经典必读》英文
版已正式推出，并在全球
发行。这是《中国当代文
学经典必读》向国际迈出
的重要一步，也是中国文
学在世界上的又一次重要
发声。

这次推出的《中国当代
文学经典必读》英文版旨在
树立中国文学国际话语权，
展现中国作家创作实绩，以
文学的如椽之笔向世界书
写当代中国，将成为助力中
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的重
要载体。江西出版集团相
关负责人表示，江西出版传
媒集团要不断依托文化“走
出去”大战略，开拓国际出
版视野，从而开创出新时代
江西出版“走出去”的全新
发展格局。

9月14日，曹文轩等多
位著名作家齐聚江西展
台，出席由二十一世纪出
版社集团主办的“二十一
世纪出版社集团第十二届
国际版权推介会”。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
北京大学教授、国际安徒
生奖获得者曹文轩，著名
图画书作家朱成梁，著名
儿童文学作家薛涛分别就
各自的创作经历进行了分
享。《一根绳子》的创作是
曹文轩与插画家郁蓉的第
三次合作，用一根绳子映
照出人类文明发展的剪
影，天马行空，充满想象与

哲思；诺贝尔文学奖获得
者莫言的首部图画书作品

《大风》，画家朱成梁用画
笔引领孩子们经历了一场
惊心动魄的冒险，展现了
大自然的雄奇与壮美；《猫
冬记》是著名儿童文学作
家薛涛的最新力作，通过
人和动物抱团取暖的温馨
故事，展现生命内在的激
情和顽强的生存意志。

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主
席张明舟受邀参加此次版
权推介会，他对本次推荐作
品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这
样豪华的创作阵容创作出
的一流作品，由二十一世纪
出版社如此实力强劲的出
版机构推广到全世界，是中
国原创童书有尊严地走出
去的非常好的例证。”据悉，
已有包括瑞典袋熊出版社、
黎巴嫩数字未来公司、伊朗
吉尼亚出版社等在内的多
家海外出版机构对本次推
介的三种图书表达了版权
购买意愿。

《《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
英文版正英文版正式出版发行式出版发行

《琵琶围》
多语种版权输出

大漠深处的阅读记忆
□ 许双福

《江西文化符号
丛书》是由中共江西
省 委 宣 传 部 组 织 编
撰、重点打造的一套
向海内外读者讲好江
西故事、传播江西文
化的精品读物，力图
把江西优秀传统文化
中的具有当代价值、
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
向全世界读者展示，
是“一带一路”倡议下
的江西文化走出去普
及读本。

9月 14日，在与会领导、嘉宾的热烈掌声和共同
见证下，《江西文化符号丛书》走进“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4个语种（英文、俄文、阿拉伯文、乌尔都文）版
权输出签约仪式在精彩的宣传片播放中拉开帷幕。

嘉宾们对该套丛书出版及多语种版权输出的重
要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著名党史专家
邵维正将军认为，红色文化是江西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江西是全国苏维埃运动
的中心区域，红色文化璀璨辉煌。这次实现多语种
版权输出，能让更多的国家了解中国，了解江西。

《江西文化符号丛书》依照在历史上有地位、在
全国有影响、对后世有借鉴三个维度对江西文化进
行梳理总结。分为山水文化、红色文化、农耕文化、
陶瓷文化、书院文化、戏曲文化、中医药文化、商业文
化、庐陵文化、临川文化、豫章文化、客家文化十二个
品种，每种文化单独成册。

丛书定位为“轻学术文化读本”，既有面上的综
合性内容，又有点上的重点讲述。以史学为基础，故
事有出处、数字有依据、人物有代表，用艺术、文学的
手法将江西的特色文化、地域文化分类呈现，图文并
茂，通俗易懂。

《琵琶围》是江西人民出版社
精心打造的一部聚焦脱贫攻坚主
题的长篇小说，是国家 2020 年优
秀现实题材文学出版工程作品，
荣获 2020 年度“中国好书”，入选
中国作家协会“纪录小康工程”主
题书单，是中国作家协会 2020 年
度重点作品扶持项目。

江西人民出版社、俄罗斯科
学院“科学”出版集团、埃及马阿
里夫出版社在图博会现场签订了

《琵琶围》的俄语版、阿拉伯语版
版权输出协议。通过网络，江西
人民出版社还与泰国红山出版社
签署了该书的版权输出协议。

俄 罗 斯 科 学 院“ 科 学 ”出
版集团创建于 1923 年，是俄罗

斯最具专业性
和权威性的科
学书籍和杂志
的 大 型 出 版 机 构 。 埃 及 马 阿
里 夫 出 版 社 是 埃 及 乃 至 整 个
阿拉伯国家与地区最古老、最
主 要 的 出 版 和 印 刷 机 构 之
一。《琵琶围》版权输出协议的
签订，将进一步续写中外文化
交流的华丽篇章。

埃及马阿里夫出版社版权代
表马媛说，江西人民出版社为人
民出好书，我们将做好接力，为人
民译好书。从《中国文化ABC》到

《琵琶围》，希望能与江西人民出
版社继续精诚合作，向世界讲述
更多的中国好故事。

（张 衍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