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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 8 月 16 日电(记者吴霞、孙丽
萍)8 月的上海，书香满城。8 月 16 日起，2017
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拉开帷幕。

作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彰显文
化自信的重要载体，上海书展每年都会吸引
大量阅读活动，今年更是多达 900 余场。“在
书展上，你会邂逅很多令你惊喜的图书，让
好书来拓宽你的阅读面吧！”上海市新闻出
版局局长徐炯说，让阅读成为一种享受，打
造全民阅读的“生物钟”，正是上海书展的美
好目标。

主题出版：迎接十九大回望

“砥砺奋进的五年”

创办于 2004 年的上海书展，已成为弘扬
主流价值观、传播正能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和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的重要载体。

2017 上海书展在主题出版上亮点纷呈：
主会场入口布展主题为“砥砺奋进的五年”，

集中展示宣传阐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
点主题图书近百种。向十九大献礼的近 200
种主题出版图书、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的百种
优秀出版物集体亮相本届书展，如《文明型国
家》、“中华民族文化大系”第一辑等。

今年恰逢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 周
年，书展主会场特设军事主题出版馆，一批
图书表现人民军队建立、成长和壮大的波
澜壮阔画卷。其中，六册“解放战争系列丛
书”，披露了解放战争东北、华北、中原、西
北、华东、中南等各大战场大量史料，八卷
本“胜利丛书”精选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代
表性的战役，彰显我军从“决战”走向“胜利”
的光辉历程。

传统文化：余音袅袅涵养人

心的“现代表达”

中华传统文化大象无形，润物无声。如何

以“现代表达”的方式普及传播传统文化精
粹，一直是出版人孜孜探求的命题。

本届书展上，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提问诸子丛书”，以问答的形式，让诸子先
贤穿越时空，走出尘封历史，走上前台与读
者“面对面”交流；学者郦波《五百年来王阳
明》讲述王阳明传奇人生和心学思想创建历
程，都是对传统文化精髓的“现代表达”方式
的积极探索。

今年热播的文化类电视节目《中国诗词大
会》《朗读者》《见字如面》《诗书中华》等，被公
众嘉许为综艺节目里的“清流”。书展期间，一
批诗词普及读物新鲜出炉，如“中国经典诗文
之美丛书”、《古诗词中的中华美德》等，一批文
化名家也将来到书展现场与读者见面交流。

诗词文化也需要现代表达。例如，参展新
书《一年好景君须记——— 古典诗词中的季节
之美》将“古典诗词”加“四季之美”作为关键
词，以春夏秋冬季节交替变化为“经线”，以优
秀的古典诗词为“纬线”，通过对古典诗词的

品读，自然世界、节日节气和古人生活的种种
趣味和细节跃然纸上。

书香满城：分会场遍布 50

余家实体书店

除了人气爆棚的上海展览中心主会场，
今年上海书展的分会场遍布上海 17 家品牌
实体书店的 50 余家门店。“历届上海书展主
会场都人声鼎沸，热闹非凡。与此同时，一些
文化讲座和分享会，需要相对安静一些的环
境。”徐炯说，本届书展为此做了“动静分隔”，
一些僻静的阅读活动安排在实体书店。

与书展同期举办的国际文学周今年则推
出“直播上海文学地图”诵读活动，将串联上海
9 个文学地标，持续朗读 10 个小时。阅读城市
建筑，漫步城市街道，选读文学作品，作家们以
接龙朗读为主要方式，在巴金故居、张爱玲故
居、思南文学之家等上海文学地标向文化大家
致敬，集体重温这些经典作家们不朽的作品。

好书异彩纷呈 营造“书香满城”
2017 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开幕观察

一部没有旁白、没有煽情、没
有过度渲染的纪录片，却于无声处
起惊雷，打动了观众，成为近日持
续热议的话题。 99 分钟的纪录片
《二十二》带来了对中国电影和历
史的无限思考。

《二十二》的题材非常沉
重——— “慰安妇” 。对一些人来
说，这是一个陌生词汇，有些人知
道却忽视甚至试图回避。与此同
时，那些饱受屈辱的主角都已风烛
残年，随时可能逝去。于是，这段
历史越写越薄，这些故事越拍越
短。

纵然沉重无比，依然需要直
面。自首部纪录片《三十二》之
后，年轻导演郭柯又带着 30 多人
的摄制团队，历经 11996 公里的跋
涉、 5733 公里的飞行、 32 海里的
轮渡以及涉及 11 种语言、 9 位当
地人的翻译后，在 29 个拍摄地，
终于把幸存者拍全了。

这是一段追赶历史的经历，随
时都在与老人的生命赛跑。郭柯拍
摄第二部纪录片时， 32 已经变成
22 。就在纪录片上映前两天， 90
岁的黄有良老人在平静中逝去，
22 人中仅剩 8 人在世。片中任何
一个镜头，都可能是这些老人们留
在世上最后的影像记录。《二十
二》抢救性地为老人，为我们，更
是为历史留下了珍贵资料。

然而即便如此，这部纪录片
的情感考量依然远远超过其文献
价值。 99 分钟里 ，片子一直都
是缓慢的节奏 ，呈现的是 22 位
老人琐碎平静的生活：日常起
居，喂猫逗狗，说着不借助字幕
便难以听懂的话语。

从拍摄制作的角度来说，类似
题材其实有很多方法可以激起观众的情绪，却势必要再次
揭开老人们的伤口。从过去的文艺作品和新闻报道上，这
样的做法并不鲜见。然而，这次导演选择了以尊重的姿态
走近老人们。当老人哽咽着说“不说了不说了”“我不想
说”时，他就拉开镜头，不再拍摄。他试图通过这种平淡
的方式，抚慰这些曾经受伤的心灵。

放弃空洞煽情，放弃制造泪点，使得这部纪录片显得似
乎有点乏味。但是，观众依然能从点滴细节中感触到伤痕：
韦绍兰被日军奸污后生下一个男孩，却因身份问题导致没有
女人愿意嫁给他；林爱兰一生无法生育，养过 5 条狗，很多
猫……

韦绍兰那句“这世界真好，吃野东西都要留出这条命
来看”，加上阴郁的天空、漫天的大雨、厚重的云朵和斑
驳的墙壁，让人隔着银幕都能感受到锥心的痛。

电影始自一场追悼会，终于一场葬礼，两个场景都是
在大雪中出现。这或许也在表达一种情绪：总有一天，
22 会变成 0 ，如果我们再不看这些老人们一眼，她们就
会像被雪覆盖的山野，默默地隐去不见。

仰赖口碑营销，排除万难才搬上大银幕的这部纪录
片，上映 3 天已经有超过 3000 万元的票房。我第一次在
影院里看到这样的场景：全场观众都在默默地看着那 3 万
多人的众筹名单缓缓滚动，没有人提前退场。

历史不止有纵横捭阖的大事件，更有不忍卒读的
小细节。对于中国电影和中国观众来说，这样的片子
太稀缺。若非团队的努力和圈内人士的力荐，这部纪
录片可能早就被埋没在海量的商业片中。以郭柯为代
表的新一代电影人在追赶历史时脚步虽然沉重，但却
不能停下。

“慰安妇”曾经被许多人打上“耻辱”的印记，许多
人都不敢正视这段伤痛，一些年轻人甚至不知道这段历
史。但是，没有人是历史的旁观者，这些本该与我们一样
的生命，所遭受的痛楚也是我们共同的苦难。我们不再仇
恨，但也不能忘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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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张修智

“虞山舜水，是我家乡。孝德贤风，予我滋
养。千里将行，山高水长。报效祖国，增荣乡
邦。谨以宣誓，永志不忘。”响亮的宣誓声，一
百张青春洋溢的面孔，把久负盛名的浙江绍
兴市上虞区的乡贤文化推向了一个高潮。

举臂宣誓的百名学子，是上虞区 2017 届
高中毕业生中的佼佼者。穿越八月缤纷缭乱
的告别季，他们即将辞别家乡，走入大学校
门。与一般同龄人不同的是，临别之际，他们
多了一个“身份”——— 成为上虞区“新乡贤培
育青蓝工程”中的一员，进入乡贤的预备役。

莘莘学子的前方，是络绎而高大的乡贤
群像。

上虞素有“江南名士之邦”的美誉，先后
涌现了王充、魏伯阳、谢安、马一浮、经亨颐、
夏丏尊、经叔平、胡愈之、何振梁、谢晋等名贤
硕彦，走出了竺可桢、徐光宪、陈梦熊、钟群

鹏、曹春晓、景益鹏等 14 名两院院士。这些杰
出的上虞人，被归纳、梳理为“乡贤文化”的范
畴，成为上虞日益响亮的一张名片，服务于经
济社会的发展。

2001 年，上虞乡贤研究会成立，成为全
国第一个以研究乡贤文化为宗旨的区域性民
间协会。2015 年，上虞获得“中国乡贤文化之
乡”的荣誉称号。

近日，中央文明办下发通知，要求浙江
省和上虞区开展新乡贤文化专题调研。上
虞在乡贤文化领域中的领跑者地位，日益
突出。

“在时代发展的今天，传统的乡贤文化被
赋予新的时代内容。人们将有德行、有才华，
愿为故乡、为社会作贡献的人称之为‘新乡
贤’。”在《上虞区新乡贤培育青蓝工程 2017
年度优秀学子纪念册》的后记中，是这样定义
新乡贤的。

在实践中，新乡贤文化的核心理念也日

渐清晰：爱国爱乡、敬业诚信、崇学向善、乐于
奉献。这些理念带来的精神与物质的复合效
应，凸显了乡贤文化的巨大价值。近年来，上
虞新乡贤反哺家乡势头强劲，全区由乡贤出
资的公益基金达 180 余只，涉及文化文明、教
育卫生、养老助困、环境保护等多个领域，本
金总额超 18 亿元。

“新乡贤培育青蓝工程”旨在从刚刚高中
毕业考入大学的 100 名上虞籍学子抓起，让
乡贤文化、乡贤精神深植于年轻一代的精神
血脉。这一工程，由上虞市委市政府有关部门
主导，被视为乡贤文化的升级版。

“怎样让一代一代的年轻人考取大学
之后，能够愿意回到乡村发展，愿意根植于
这块土地，这是我们迫切需要行动起来的
事情。”上虞乡贤研究会会长陈秋强说。他
并介绍，研究会的“乡贤之家”将不定期跟
踪这百名新生的学习、生活情况，收集他们
成长、成才信息，从感情上、精神上、物质上

鼓励他们走上乡贤之路，不断增强他们的
认同感、归属感。

在虞山舜水间成长的年轻学子们，用诗
一般的语言，深情回应家乡的期盼。

“春晖的美让人迷醉，让人不忍辜负。远
望未来，我们定将学习前辈的榜样，用自己的
智慧和努力，谱写家乡未来的美好篇章。”毕
业于春晖中学、考入北大心理学系的丁喆一
在纪念册中这样写道。在当天的“青蓝工程”
启动仪式上，她代表百名学子，向故乡表达了
诚挚的谢意，做了郑重的承诺。

来自盖北镇夏盖山村、考入浙江大学
的陈晓宇在纪念册中写道：“因为生在上
虞，所以仰望历史的天空，会看到繁星闪
烁，先辈前人光彩流传；因为生在上虞，所
以脚下的土地厚重踏实，蕴含着无限可能
与生机。今日，我们在上虞破壳而出，一窥
世界；明日，我们将振翮高飞，载着上虞之
美名，冲向未来。”

传承乡贤文化，上虞有个“乡贤预备役”

新华社上海
8 月 16 日电(许
晓青 、王辰阳)
“ 2017 上海书
展——— 上海国际
文学周” 15 日
晚在黄浦江畔揭
幕。来自多个国
家和地区的 3 0
多名中外科幻作
家、诗人、文艺
评论人等将在一
周内聚焦世界范
围内的科幻文学
及其衍生文艺产
品的创作。

近年来，中
国科幻作品《三
体》等连续获得
国际奖项或被提
名，中国原创科
幻的国际能见度
和影响力逐步提
升，科幻爱好者
群体日渐壮大。
从全球看，伴随
“人工智能”、
基因技术、外空
探索等不断深
化，欧美科幻大
作频现，从文学
到电影、网络游
戏、主题乐园
等，科幻产业链
日臻完善，这都
成为中国科幻界
希望“取经”的
对象。

15 日晚的
国际文学周开幕活动堪称“科幻之夜”。中
国作家叶辛说，科幻的发展在中国有其早期
的神话基础，今天的中国科幻文学呈现出蓬
勃向上的势头，科幻文学的疆域如果与脚下
的大地结合起来，可以赢得更辉煌的未来。

阿根廷作家马丁·卡帕罗斯认为，中国自
身的发展和开放，为世界范围内的科幻文学创
作增加了新的、必不可少的要素。

当晚，中外作家运用汉语、俄语、西班
牙语、英语等讨论了当前国际科幻界的热门
话题，比如“科幻与奇幻的异同点”“人工
智能对科幻创作的影响”等。多位外国科幻
界代表还表示，希望在《三体》系列以外，
可以看到更多中国作家“接轨”国际市场的
科幻新作。

上海国际文学周创立于 2011 年，是
“上海书展”的重要品牌项目之一，每年
都会与书展同步举办。未来一周内，围绕
“科幻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跨文化与
跨媒介的科幻”等题目，中外作家将开展
多场对谈，并举办《驱魔》《穿梭时间的
女孩》等新书读者见面会。同期举行的还
有“直播上海文学地图”诵读活动、“诗
歌之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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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赫尔辛基 8 月 15 日电(记者李
骥志、张璇)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凭借《三
体》系列作品两度入围世界科幻小说最高
荣誉雨果奖最终提名，一次获得雨果奖最
佳长篇小说奖。然而，他却认为自己的风格
已经过时，世界科幻潮流正在呈现另一种
面貌。

与刘慈欣所代表的传统科幻路数不
同，近年来热卖的美国奇幻小说《冰与火之
歌》系列采取了“弱奇幻”的创作手法。“之所
以称其为‘弱奇幻’，是因为作品中的幻想因
素不太明显，而且很节制超自然力的运
用。”刘慈欣日前在芬兰赫尔辛基接受新华
社记者专访时说。

从这些年雨果奖入围作品来看，现在
美国很多科幻、奇幻类小说更关心现实问
题，如种族歧视、性别歧视、人工智能对社
会的影响、生物学对社会伦理的影响等等，
并围绕这些主题，采取了不同于以往的叙
事结构和写作风格。

当然，仍有一些坚持传统风格的科幻小
说，比如美国系列作品《苍穹浩瀚：利维坦觉
醒》。“可惜的是，这部作品既没有得过星云奖
也没有得过雨果奖，今年拿了个雨果奖最佳
短剧奖，但那不是小说原著，而是改编后的电
视剧。”刘慈欣对记者说。

刘慈欣认为，之所以呈现这种局面，是因
为科学高度发展的今天，科技已经深入到人
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科学在读者心中越
来越缺少神秘感。“这是科幻文学创作如今面
临的最致命打击，而且几乎看不到出路。”

为了挽救科幻，美国人早在 20世纪 70年
代就尝试各种努力，希望让科幻作品离科学远
一些，让它更文学化，从描写外太空转为描写
人的内心，从描写外星人转为描写人类不同种
族、不同性别之间的关系。比如 8月 11日获得
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的《方尖碑门》就是如
此。虽然作品设定在某个神秘的星球，但很多
内容实际上是在描写地球上的阶级压迫。

“他们往这个方向努力，试图增加科幻的

受众、影响力，但现在看来做得并不成功。”刘
慈欣说。在他的记忆中，科幻小说的黄金时代
充满朝气，作家都是 20 多岁的年轻人，读者
也是年轻人。“你再看看如今科幻大会上的科
幻迷都多大岁数了？当一种文学所吸引的都
是大腹便便的上了岁数的人，这个文学还有
什么希望？”

对于国内外各式各样的奇幻小说被改编成
电影、电视剧大行其道，而传统科幻类作品几乎
无人问津的现状，刘慈欣显得有些无可奈何。他
表示，电影的传播规律比文学、小说要复杂得
多，拍电影比写小说取得成功的难度更大。

目前，包括《三体》在内的几部刘慈欣作
品已经授权拍摄电影，但是他对这些电影的
最终效果没有表现出很强的信心。他说：“美
国科幻电影和科幻小说差不多都发展了一个
世纪，我们才三四年，就想拍出那么好的电影
不太现实。电影和小说是两种不同的表现方
式，拍摄的时候有所取舍，读者对电影表现方
式不如对原著满意也是很正常的。”

传统科幻小说难觅出路
专访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

▲ 8 月 16 日，福清市江兜村村民王利贵在家门口张贴新立的村规民约。

近年来，福建省福清市江兜村在创建“文明村镇”过程中，注重家风、民风建设，结合中
华传统文化，把优秀的名言警句和家规家训宣传牌张贴在全村 750 户村民家中，营造风清
气正的良好社会氛围。

新华社记者张国俊摄

家 家 有 警 句
户 户 有 格 言

藏族盲女草原放歌

“我们的妈妈叫中国”

8 月 13 日的傍晚，夕阳为大地铺上了一层金色，19 岁
的藏族姑娘德庆玉珍身着民族盛装，静静伫立在家乡大草
原上，在风中吟唱起《一个妈妈的女儿》，用悠扬的歌声诉说
着对亲友的祝福。

1998 年 9 月 14 日，德庆玉珍出生于甘肃省甘南藏族
自治州玛曲县阿万仓乡的一个牧民家庭，仅仅几天，一场大
病就让她成了盲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德庆玉珍逐渐学会聆
听耳边的风声，并在广袤的草原上放歌。牧民们听到她高亢
清亮的歌声后，称她为“草原上的百灵鸟”。9 岁时，她被亲
人送到西藏盲童学校读书，从收音机和同学那里学会了更
多的藏族民歌，并有了登台演出的机会。

2014 年，在各界爱心人士的帮助下，德庆玉珍有幸进
入上海盲童学校。上海音乐学院教授于丽红在听到玉珍
嘹亮的歌声后，认为她是天赋极佳的好苗子，于是对她进
行专业系统的声乐教育。学习演唱时，德庆玉珍看不到老
师的嘴形和身形，于丽红就拉着她的手贴在自己的腹部，
让她感受运气、发声。上海音乐学院的师姐们还为玉珍找
歌谱，并将其中的许多制作成盲文版。“她的进步有目共
睹。”于丽红说，刚来时，德庆玉珍是“喊着唱”，两三首下来
就唱不动了。现在，玉珍学会“科学用嗓”并能够独自撑起
一场音乐会。

今年夏天，德庆玉珍已经从上海盲童学校毕业。在进入
下一个求学阶段之前，她回到家乡玛曲县过暑假。在朋友的
陪伴下，她在草原上再次放歌：“太阳和月亮是一个妈妈的
女儿，她们的妈妈叫光明；藏族和汉族是一个妈妈的女儿，
我们的妈妈叫中国……”。

 8 月 13 日，德庆玉珍用手机“读”朋友发来的信息。

新华社记者黄晓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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