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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HUA GANPO
读 书

书话

□ 范剑鸣

书香里的孩子
——读诗集《一江水》

活动启事

微书评

《读书》一直聚焦赣鄱大地的作者写作和图书出版，关注和推动赣鄱
大地读者阅读需求，探寻赣鄱大地寄于书籍的精神家园。岁末年初，《读
书》希望用一份厚重的书单反映 2014年赣版图书出版精品，记录大时代
下的社会变迁与国家演进，向全国乃至世界展示赣版图书在新时代的新
风貌。为此，本着“关注赣版图书 打造书香赣鄱”宗旨，《读书》联合江西
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连锁经营分公司推出 2014年度“十大赣版好书”
评选活动。希望通过盘点年度赣版图书热点，推荐赣版好书，为读者奉献
一份美味可口的阅读大餐。

文字之美，精神之渊——我们一起倾心阅读，关注赣版好书。

一、活动内容
2014年度“十大赣版好书”候选图书为 2014年江西省各出版机构出

版的图书。在自选推荐的基础上，采取网络、短信等投票和专家审议方式
评选。评审委员会根据质量第一、好中选优、注重市场、鼓励原创、兼顾平
衡的原则，投票评选出年度十大赣版好书和十大提名图书。

二、评选原则
候选图书要求导向正确，无版权纠纷，图书内容在专业领域或大众领

域具有引领性、创造性、前瞻性，出版方式或营销等对江西图书市场有重

大影响，具有标杆性意义。

三、评选程序
综合出版社、媒体推荐及销售排行榜等数据确定候选书目，采取网络

投票、短信投票、读者书店现场投票、专家评审等方式，最后由评委会进行
审议，今年一季度确定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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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老泉文库 3 时代广场的蟋蟀 麦克米伦世纪》
（美）乔治·塞尔登 著，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周国平散文经典读本：人的高贵在于灵魂》
周国平 著，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3.《我爱平底锅（不一样的卡梅拉手绘本）》
（法）克利斯提昂·约里波瓦 著，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4.《月亮的味道》
（波兰）麦克.格雷涅茨 著，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5.《我的第一本大中华寻宝漫画书：江西寻宝记》
孙家裕 邬城琪 著，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6.《郑渊洁四大名传系列·皮皮鲁传》
郑渊洁 著，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7.《我的第一本科学漫画书：儿童百问百答（30运动科学）》
（韩）车贤镇、苟振红 著，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8.《浮桥边的汤木 男孩不哭组合》

彭学军 著，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9.《谁为奶奶哭泣》

曹文轩 著，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10.《超级笑笑鼠鼠系列8：心跳历险记》

晓玲叮当 著，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11.《我来保护你》儿童安全绘本系列

朱惠芳、张冬梅、王晓鹏、木棉绘画工坊等 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12.《儿童益智创意积木游戏》系列
东方沃野研发组 著，江西高校出版社

13.《毛根小手工》系列
张辉、高旻 著，江西高校出版社

14.《福禄贝尔益智玩具书》系列
福禄贝尔幼儿教育研发组 著，江西高校出版社

15.《江州司马白居易》
陈建国 著，江西高校出版社

1．《中国教育与世界的距离》
石毓智 著，江西教育出版社

2．《文化遗产在江西》
孙刚 主编，江西教育出版社

3．《我和老伴甘祖昌》
龚全珍 著，江西教育出版社

4．《阅读的危险：大师的读书经验》
安悱 编，江西教育出版社

5．《大师的国学课1：读经典的方法》
安悱 编，江西教育出版社

6．《大师的国学课3：读史的方法》
梁启超 著，江西教育出版社

7．《弑君者传奇2：智者之惧（上下册）》
（美国）帕特里克·罗斯福斯 著，江西教育出版社

8．《人间隽语》
舒宝璋 著，江西教育出版社

9．《成语源流通释大辞典》
向光忠 编，江西教育出版社

10．《汉字字音演变大字典》
林连通等 著，江西教育出版社

11．《清官况钟》
钟政 著，江西高校出版社

12．《家国纪事》
李琳 著，江西高校出版社

13．《爸爸妈妈的青春》
曾颖 著，江西高校出版社

14．《苏共亡党二十年祭》
黄苇町 著，江西高校出版社

15．《最后的官窑》
吴昊 著，江西高校出版社

16．《魅力江西：江西省情教育读本》
虞国庆 主编，江西人民出版社

17．《景德镇陶瓷词典》
石奎济、石玮 著，江西人民出版社

18．《读历史 学成语》
韩兴娥 著，江西人民出版社

19．《读论语 学成语》
徐美华、韩兴娥 著，江西人民出版社

20．《天宝往事》
刘建华 著，江西人民出版社

21．《中国历代张天师评传（卷一）》
蒋朝君 著，江西人民出版社

22．《中国历代张天师评传（卷二）》
张崇富 著，江西人民出版社

23．《中国历代张天师评传（卷三）》
何振中 著，江西人民出版社

24．《中国历代张天师评传（卷四）》
贾来生 著，江西人民出版社

25．《中国历代张天师评传（卷五）》
江峰 著，江西人民出版社

26．《季羡林日记：留德岁月》
李小军、钱文忠、季承整理，江西人民出版社

27．《中国共产党怎样解决作风建设问题》
夏春涛 著，江西人民出版社

28．《走近龚全珍》
彭霖山 著，江西人民出版社

29．《赣文化通典·方志卷》
易平 主编，江西人民出版社

30．《赣文化通典·古文卷》
王德保、邹艳、朱洁 主编，江西人民出版社

31．《赣文化通典·地理及行政区划沿革卷》
袁礼华 主编，江西人民出版社

32．《赣文化通典·宋明经济卷》
黄志繁、杨福林、李爱兵主编，江西人民出版社

33．《赣文化通典·诗词卷》
段小华 主编，江西人民出版社

34．《赣文化通典·书画卷》
文师华、戴晓云 主编，江西人民出版社

35．《赣文化通典·方言卷》
胡松柏 主编，江西人民出版社

36．《赣文化通典·名胜卷》
黄细嘉、黄红珍、龚志强 主编，江西人民出版社

37．《赣文化通典·民俗卷》
张芳霖 著，江西人民出版社

38.《绿野苍生——中国最大淡水湖湿地南矶探秘》
罗水长 著，江西人民出版社

39．《以右臂的代价》
桑麻 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40．《写在雪地的脚印里》
徐景权 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41．《独行的咏叹》
朱法元 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42．《甄子场》
成都凸凹 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43．《巴菲特写给股东的投资年报》
林汶奎 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44．《巴菲特写给子女的10个投资忠告》
林汶奎 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45．《恍惚公园》
余怒 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46．《中年荒芜》
千里烟 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绘时光·清新花卉——二十四节气花卉彩铅绘本》
刘小讷 著，江西美术出版社

2．《篆隶教学：篆书用笔与汉隶意态》
刘明才 著，江西美术出版社

3．《中国古代碑帖经典彩色放大本：元·赵孟頫赤壁赋洛神赋》
邱振中 著，江西美术出版社

4．《余秋雨书法第六卷·心经译写》
余秋雨 著，江西美术出版社

5．《棒棒堂·趣味炫彩棒》
杨枭 著，江西美术出版社

6．《石渠宝笈（精选配图版）40卷》
薛永年、王连起主编，江西美术出版社

7．《八大山人书画精选（宣纸典藏版）》
八大山人纪念馆 著，江西美术出版社

8．《梅里的雪山怪兽》
景绍宗 著，江西美术出版社

9．《名碑名帖完全大观·赵孟頫草书千字文》
徐伟平、文师华 著，江西美术出版社

□ 社科类

1．《民国才女散文系列：花神殿的一夜》
石评梅 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民国才女散文系列：究竟怎么一回事》
林徽因 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3．《民国才女散文系列：寄天涯一孤鸿》
庐隐 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4．《民国才女散文系列：他的上唇挂霜了》
萧红 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5．《2014年中国短篇小说排行榜》
贺绍俊 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6．《2014年中国诗歌排行榜》
邱华栋 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7．《2014年中国散文排行榜》
王宗仁 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8．《2014年中国微型小说排行榜》
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 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9．《2014年中国中篇小说排行榜》
王干 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0．《2014年中国思想随笔排行榜》
王必胜 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识茶、购茶、品茶》
徐琦楠、陈友谋 著，江西科技出版社

2．《巧主妇的家务窍门》
秦泉 著，江西科技出版社

3．《混搭更营养：相宜食物搭配组合菜谱》
陈志田 著，江西科技出版社

4．《在家轻松做西餐》
陈志田 著，江西科技出版社

5．《零基础学做西点》
陈志田 著，江西科技出版社

6．《越暖越美丽：女性身体调养书》
柴瑞震 著，江西科技出版社

7．《养生蔬果汁》
都基成 著，江西科技出版社

8．《容易受伤的女人：常见妇科病的防治与食疗》
柴瑞震 著，江西科技出版社

9．《<黄帝内经>中的对症食养方》
臧俊岐 著，江西科技出版社

10．《您不知道的美容养颜小偏方》
柴瑞震 著，江西科技出版社

11．《十招教你辨蜜蜡》
闫丽 著，江西美术出版社

□ 文学类

□ 生活类

□ 艺术类

□ 少儿类

我一直觉得，中国流行音乐的“中国风”，其
实并不能对应中国当代诗歌的古典主义写作。
从《涛声依旧》《菊花台》《卷珠帘》，解构古诗和借
用古语已渐无新奇之感，歌曲只是凭着作曲上的
优势，不断呈放出艺术上的创造。相比之下，诗
歌领域的“中国风”实践走得更远。

对于古典诗文，当代诗人的态度无疑只有走
进去、走出来。如果只是古诗词的翻译，只是现
代汉语版的唐诗宋词，艺术上如何精湛，都只是
像于丹们一样，做着一种文化传播者的工作。对
古典文化的独创性发现，加上对现代汉语的继承
性开发，才能造就一种更纯正的汉语诗歌。王彦
山诗集《一江水》的古典主义写作，正是由于古代
文化与现实生活的丰富交融，取得不一样的效
果。

王彦山明白自己未来的走向，他在《咏怀》八
首、《秋歌》八首这些对应杜甫诗题的组诗中，越
来越显示出形成现代诗歌语感和现代人文视角
的追求。他的《寄北》，就是一个充满现代感的借
用古题之作：“赣江如白帐铺向远方/市井之声尖
锐/我深入这个城市的/不毛之地，小巷升起/一
缕笔直的炊烟 ”，这里所咏之怀仍然是乡愁，但

“肯尼亚儿童”脑袋一般的鲁西南平原，“白账”一
样铺向远方的赣江，最后归结为自己所居小巷那
一柱苍凉淡然的“炊烟”，时空打开得相当辽阔，
乡情把握得精致到位，不偏不倚，从用语和诗境，
完全走出了古人的影子。

我不能确认喜欢古籍的王彦山是否读过左
思《娇女诗》和李商隐《骄儿诗》，但我可以确认他
是为女儿写诗写得最多的中国诗人。仅《一江
水》就有 49首，记录了女儿从出生、断奶、进幼儿
园等时段的父爱之情。在诗人 2013年以后的博
客中，仍然反复出现《给果果》这样统一的诗题，
正如诗人在第 43首里制订的“写作计划”：“我是
你一生的御用诗人”。王彦山的《给女儿的诗》是
欢乐、喜庆的基调，包含亲情思考和人生体悟，同
时隐含了异乡家乡的生存背景。

“给女儿的诗”是中国诗坛一个公共题材，流
沙河、徐鲁、丁可等一批现当代诗人，都有过感人
的读篇，在当代诗人博客上，也屡屡遇到。王彦
山与众不同的并不是写法，而是写作的持续性。
不能确定这是诗人经过事先精心规划的写作，因
为他的每首诗都是率性写下，并不刻意吟咏，自
然而然形成规模，制造了一个诗歌版的“爸爸去
哪儿”，为“时间去哪儿了”的人生追问制作一本
可持续延伸的女儿相册。同一题材的反复开拓，
反映诗人真情的不可遏制和自然流露，也表明诗
人注重于写作题材的专一性，不想对其他现实题
材作更多的探索，以丰富驳杂的内容来营造自己
的诗歌世界。

在王彦山与女儿一起营造的诗歌国度里，果
果是一个书香里的孩子，是一个现代中国知识分
子家庭中充分享受着父爱的孩子。女儿的成长
史，也侧面勾画了诗人家庭结构和生活际遇，包
含着丰富的时代气息。写作时的私化意识和完
成后的共通情怀，建构了最容易打动读者的诗歌
空间，一个可爱可叹的父亲形象显得异常生动和
饱满。

其实，在前面两辑的古典主义作品中，就不
时闪现父女相亲的情愫，“你有稚子浴于清江/我
有小女憩于枕旁”（《给杜甫》），“让我弹起女儿的
玩具吉它/为你唱一支忧伤的歌吧”（《夜饮》），甚
至“故国有霜，降于十月的庭院/孩子们见风就
长”这样的句子，既见于《坊间》这样的小令，又见
于《给女儿的诗》里面的组诗。从虚拟到纪实，女
儿成为诗人测量人世的重要角度，成为他体验人
生的重要辅助。在文学之海里乘风破浪，这批诗
作始终是他的触底之作。

可以想象，这个漫长的、用一生写作的过程，
可以包容多少人世和人生的沧桑，包容多少人性
和人情的况味。为此，除了欣赏诗人笔下那些形
而下的生活细节，我还注意到诗人通过父爱这种
亲情，体验到了更深的形而上的人生感悟，是最
难得的最具有独立文本的作品。给女儿的诗，是
一个可爱的诗歌魔方，可以预见的是，她在量的
累积中定会有质的飞跃，以题材的规模拉动诗人
写作理念和写作技艺的继续提升。

根据我所知，王彦山的诗歌阅读，一直是中
国古典与西方经典并重，而且对中国上世纪80年
代先锋诗人的晚期写作非常关注。作为一个书
香里的孩子，诗人肯定像女儿一样还会继续成
长。王彦山诗歌在确立自己的文化源头之后，会
流成越来越宽阔的“一江水”。

@考古小鱼
《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

（刘子健著）。南北宋之际，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发
生了很大变化，文化也产生了一次重大转型，即
从外向转向内向，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予诠释。
此书认为，这种转向并不是所谓“近代化”。而
且，文化的转向不是孤立的，与当时的政治、经济
等息息相关。

@江海一蓑翁
《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以社会史和知识

社会学的学科视角，详细论述了儒家思想演化发
展成为中国政治社会制度的一部分，又如何从这
些主导制度体系之中被剥离、被舍弃的全过程。
作者并没有简单把儒学视为哲学和思想层面的产
物，而是一直放在中国现实秩序的层面加以考量。

@余世存
这两天读王鼎钧回忆录。初读时对他的语

言之变体不太适应，那样叙述家乡、少年经历未
免过于浮华；后来从第四册读起，倒是觉得他的
混合体散文很适合写时代和个人之变化。重要
的是，这样一位有大信的读书人超拔出他的时
代，而能给我们人生社会的真、善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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