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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

第二届《飞天》十年(2006-
2015)文学奖日前在甘肃兰州揭
晓，山东作家逄春阶的短篇小说

《站住花》、阿华的《不安之书(组
诗)》、蓝野的《不安之词(组诗)》、
尤克利的《子午线上(组诗)》获奖。

《飞天》十年文学奖设立于
2005 年。本届十年奖评选的作品
是刊发于 2006 — 2015 年度《飞
天》杂志上的优秀作品，通过参
照刊发作品选载、入编、获奖及
改编等因素进行评选。本届共有
76 名获奖者，其中中短篇小说奖
和诗歌奖各 30 名，散文奖 10 名，
文学评论奖 6 名。

山东四作家

获《飞天》十年文学奖

不过，陈晓明也注意到，两人
太封闭在自己青春类型化写作的
界限里，“因此他们的写作便自我
重复，他们没有去超越自己。本来
他们两个都是有很强的创造力
的，但是已经过去十年了，他们的
作品没有多少变化。”对韩寒后来
写作的《1988》，陈晓明曾直白地
表示过失望之情，“十七八岁能写
出来是很可贵的，但他十几年之
后还写那样的东西，我觉得就不
值得赞赏了。”

“他们的文学首先是一种文
化现象，随后又是一种市场商业
行为，留给文学史的意义并不多，
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给这个时代
的文学完成自我突破做出多少艺
术上的贡献。”在一次受访时，陈
晓明谈及对韩寒、郭敬明未来前
景的看法时表示，以他们目前的
趋势来看，在文学上没有前景，

“但在商业上、在扩大文学的影响
力方面是有卓越贡献的。当然，他
们还年轻，不排除他们哪天在文
学上琢磨出另一种道道，也给文
学重新开辟创新之路有所作为。
但那也只能限于纯文学的小圈
子，这是他们不屑于去做的。”

在与张悦然对话时，韩寒也
表达了对投入在写作上时间变少
的遗憾，他在表扬了张悦然一直
坚持写作后说，“相比之下我比较
惭愧，因为我经常有比赛，赛车，还
有电影很多事情，我自己的出版
就少了很多，这点我比较惭愧。”

实际上，对于这批从新概念
作文大赛里走出的青年作家，他
们的伯乐、已故《萌芽》杂志主编
赵长天此前有过判断，他说，韩寒
给人印象最深的，是特别有主见，
不太容易接受其他人的意见。而
且不会把写作放在第一位，写作
倒有点像副业，“我觉得这是蛮好
的，让写作回到最自然的状态。”
而郭敬明是“一下子就火了，虽然
我至今没明白为什么”，但他的确

“商业化做得比较成功”。
在接受齐鲁晚报记者采访

时，杨庆祥表达过对“80 后文学”
的忧虑，“从思想、文化层面看，一
代人的时间是很有限的，在一个
年龄段未创造出影响时代的作
品，你的时代就过去了。从历史经
验上看，这是很让我担忧的。”

张定浩在两年前就说：整体
的“80 后文学”的意义早已消失
殆尽。他解释，或许最初的“80 后
写作”，只是一个意外的媒体事
件，但终究成为文学自然生长与
繁衍的一个环节。“时至今日，作
为话题意义上的‘80 后写作’已
然失去了其命名的意义。”张定浩
说，尽管作为思维的惯性，它还在
不断被人提及，但其内涵早已被
掏空。附着在这个年代语词上的

“低龄”化、未成年人“天才”写作
者的意义，也早已烟消云散，“这
是它的不幸，更是它的万幸。”

炎炎烈日隔不断我们期盼的目光，漫漫长途挡不住我们急切的脚步，8 月 11 日，为了参加第十二届海峡
两岸图书交易会，山东组织了全省 37 家出版发行单位近百人踏上了美丽的宝岛台湾。作为本届海图会的主
宾省,山东出版界精心组织、精心策划、精心挑选，把近年来出版的近万册精品图书在展会上展示和展销。在
本届海图会上，“齐风鲁韵，书香山东”是山东主宾馆的参会主题，参展图书分为学术类、历史古籍类、科学技
术类、生活类、少儿类、美术类等六大类，琳琅满目的图书吸引了众多台湾同胞的关注和购买。其中以传统文
化和齐鲁文化为选题的图书是书展上的最大亮点，也充分体现了山东的出版特色和图书质量。

佳作荟萃 精品满目
——— 传统文化类“鲁书”在海图会上放异彩

两岸同胞同根同源，一脉
相承，传统文化是两岸同胞共
享共融的精神财富。山东是儒
家文化发源地，传统文化源远
流长，对于传统文化的研究格
外重视和富有成果。在大力提
倡传统文化、倡导经典阅读的
当下，众多精品图书涌现了出
来。作为山东省唯一一家古籍
整理和传统文化图书专业出版
社，本届海图会齐鲁书社精心
准备了近七十种图书参展。既
有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宋代序
跋全编》《清儒地理考据研究》，
又有以《中国古代武艺珍本丛
编(上辑)》《<史记>日本古注疏
证》等为代表的国家古籍整理
出版资金项目和《清经解全编》
等大型特色古籍整理项目。齐

鲁书社的特色板块、展现齐鲁
文化特色的优秀图书《齐鲁文
化经典文库》《孟府档案全编》
等，《藏书家》系列，道教研究丛
书，佛学类读物、易学类读物也
是本届海图会的亮点。除此以
外，齐鲁书社还重点推出了以

《一字禅》《春秋范儿》《大明状
元》等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普及
丛书。山东友谊出版社推送的

《论语诠释》《图说孔子》《图说
孙子》在读者中获得较大影响，
并成为台湾尼山书屋的重要藏
书。山东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皇
皇十卷本《黄宾虹全集》共收录
黄宾虹的绘画、书法作品三千
余幅。这套全集的出版，为研究
黄宾虹艺术的专家、学者提供
了全面系统的资料，对黄宾虹

精神和艺术走向世界将起到积
极的推进作用。2007 年该书获
得“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
黄宾虹一生都是传统文化守护
者，对于日趋衰靡颓唐的中国
画坛，大声呼吁对于经典的重
新回归。

普及性传统文化读物，因
为面向大众读者群，相比学术
类著作来说数量更多也更受
关注。像山东友谊出版社展出
的微国学系列丛书，收录了近
百位作家的散文杂文，讲述了
对家风、家规、家训的思考，该
书获得 2016 年春节贺岁书榜
单，在本次展会上也受到了台
湾读者的热捧。山东美术出版
社出版的《中国故事》是为青少
年量身打造的传统文化读本，

目的是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教育、增强青少年的民族文化
认同和价值观认同。该书特点
是“大家写小书”，作者都是相
关领域的知名专家，如央视

“百家讲坛”专门讲汉字的专
家孙丹林写的《妙品汉字》；

“百家讲坛”最年轻的专家魏
新写的中国饮食文化的《味
道》系列；故宫资深研究员向
斯、余辉写的《国宝的故事》
等。山东大学出版社的《中华
文化之旅》《齐鲁文化经典品
读》《齐鲁圣贤语录》同样成为
本届海图会的参展亮点，其中

“追寻孔孟之乡的智慧之
光”———《齐鲁文化经典品读》
与《齐鲁圣贤语录》在展会上举
办了新书发布会。

既有学术类古籍专著，又有普及性文化读物，荟萃山东传统文化精品图书

山东是文化大省，齐鲁文
化入岛，促进和推动了鲁台两
地的交流与合作，是本届书展
的重要主题，因此这次海图会
上，荟萃了以齐鲁文化为主题
的众多精品书籍。10 卷本的

《济南文学大系》、16 卷本的《张
炜文存》，还有《孔孟乡俗志》、

《老照片》、《圣匠鲁班》等在展会
上特别引人注目。《济南文学大
系》包括了自古至今的济南本
地作家的创作、济南籍作家的
创作，以及外地作家写济南的
创作，既汇集了历代名家名作，
又充分体现了泉城济南的地域
特色。新出版的《张炜文存》以其
长篇小说为主，还包括了散文
随笔和诗歌作品集等，不但代
表齐鲁文学的高度，也是中国
文学的高原。泰山出版社历时
三年精心打造的《孔孟乡俗志》，
以图绘形式系统完整地整理记
录了孔孟之乡的民俗风俗和日
常生活，并配以文字解读和地

方儿歌。孔孟之乡的这些传统
民俗，其实也是中国农耕时代
农村民俗的缩影，是两岸人民
共有的乡愁和记忆。山东画报
出版社出版的《老照片》已经有
20 年的出版历史，不管是在大
陆还是在台湾，都深受读者欢
迎，13 日下午，在山东画报出版
社举办的“《老照片》——— 回望历
史的窗口”主题活动上，《老照
片》主编冯克力做了精彩而简
单的演讲，他说：“每个家庭的故
事、影像，都有它的价值。他们共
同影响和构成了整个国家的历
史。我向在座的各位发出邀请，
把你们的故事告诉我们，变成
铅字，让我们一起记录整个国
家的历史脉搏。”这番向台湾山
东同乡情真意切约稿的话语赢
得现场热烈的掌声。在大陆特
别倡导“工匠精神”的大背景下，
由青岛出版社出版的《圣匠鲁
班》一书也成为本届展会的亮
点书目。该书的核心主题就是

为了进一步弘扬鲁班文化，传
承鲁班精神，让“鲁班文化，恩泽
后世；鲁班精神，应该代代相
传”。作为主编，山东建筑大学鲁
班文化研究院客座教授、鲁班
研究专家王中先生，潜心整理、
编撰出了这本近四十万字的《圣
匠鲁班》一书。王中先生从 20世
纪 90 年代初期起，就致力于鲁
班文化与精神的探究，他通过深
入的田野调查和实物佐证的寻
求，搜集、撰写了三十余篇鲁班
的故事与传说。在这次海图会
上，王中先生不顾年事已高，亲
临书展做了题为《班门探斧———
田野调查中的鲁班》的演讲，与
大家分享这本书背后的故事，讲
述一个还不为人所知的鲁班，
一个真实的鲁班，一个百姓心
目中可亲可敬可学的鲁班，并
从中认识鲁班文化的当代价
值。在“圣匠鲁班新书分享会”
上，山东出版界相关人员还和
台湾读者一起观看了《百工祖

师——— 鲁班》宣传片，欣赏了大
型历史剧《墨子和鲁班》片段。

多媒体和数字出版已经成
为新的出版形式和阅读选择。
在海图会现场，山东主宾馆也
进行了多方位展示和交流。济
南出版社与台湾凌网科技公司
签署了影音多媒体产品授权
书，将济南出版社出版的 14 个
音像出版物和 3 套电子出版物
授权给台湾凌网科技有限公司
在中国台湾地区、东南亚地区
及港、澳、亚洲、北美洲的华文
覆盖区域作版权输出推广发
行。其中，包括音像出版物《细
品鲁瓷》《话说鲁菜》《齐鲁文化
之旅》《山东红色之旅》《山东历
史文化名街》《山东地方戏揽
萃》《深宅古韵》《国学经典诵
读》《花季》《我要长大》《天下泉
城》《匠心独运》《名士济南》等
14 种，电子出版物《孔子·国学
经典》《山东地方历史文化》《科
普知识小游戏》等三种。

充满齐鲁文化元素的出版物，既有中华民族文化印记，又有山东地域特色

图画书的发展水平是衡量
一个国家儿童读物发展水准的
重要指标。明天出版社出版的
绘本书被誉为具有国际水平，
每年有上千种绘本出版。他们
出版的“绘本中国”是一套“带
孩子回家”的绘本系列，已经重
印多次，仅从《小狮子》《泥将
军》《年》《兔儿爷》《灶王爷》这
些书名，就看得出其中充满了
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它们以绘
本的形式，让家长在和孩子共
同阅读的时光里，寻找失去的
传统，从而“回到传统，思考传
统”。正如出版人熊磊所说，“只
要我们创作出有中国文化底蕴

的绘本来，那么这样的绘本就
一定是好的绘本”。绘本出版在
海峡两岸很早就有合作，《小狮
子》2005 年在台湾出版就曾引
起轰动，作者熊亮原生活在台
湾，明天出版社引进大陆出版
并拥有其版权。著名儿童文学
作家曹文轩也加入了绘本创
作，他创作的儿童文学小说好
看，绘本故事写得也非常精彩，
面对火爆的绘本出版,曹文轩
提出了“无边的绘本”的新理
念，即绘本选题和读者都是无
边无际的。在海图会上，明天出
版社与台湾阁林文创有限公司
举行了“无边的绘本———《曹文

轩纯美绘本》繁体字版书橱签
约仪式”。明天出版社出版的秦
文君温暖系列绘本《奶奶家的
大猫和小猫》也被摆放在展会
的突出位置。据明天出版社市
场推广部经理沙慧蕊介绍，绘
本是当下非常流行非常受欢迎
的低幼儿童读物，绘本最适合
亲子阅读，亲子共读的过程中
不仅可以增强亲子关系，更重
要的是，好的绘本书可以培养
孩子的注意力、想象力、思维力
和语言表达能力等。作为著名
的儿童阅读推广人，沙慧蕊每
年要在全国各地主持近二百场
新绘本推广活动。在这次海图

会现场，她绘声绘色地和前来
参展的台湾家长孩子一起分享
了《进城》《跑跑镇》。她在最后
总结说，家长不要轻易给孩子
买绘本，在和孩子共读新书时，
家长要先弄清楚书中涉及的故
事或者知识，像明天出版社新
出版的《进城》，画面故事就涉
及到了取经路上的孙悟空猪八
戒，葬花的林黛玉，黑脸的张
飞，钓鱼的姜太公以及蓬莱八
仙等古典名著和传说中的人
物，如果家长没有一定的文学
修养和知识储备，单单当一个
简单的图文故事，那么阅读的
意义就会大大减少。

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有机结合的绘本，成为两岸读者共同喜爱的亲子读物

（上接 A10 版《80 后作家，你们
还在写作吗》）

本报记者 李秀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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