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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任雪萍）4月23日，沙坪坝区第四家24小时城市书房（凤天路
店）正式对外开放。目前这家书房里有涉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类别的近4000册
图书，阅览座席7个，可为读者提供自助借还图书和休闲阅览服务。市民只需要凭
二代身份证就可以自行阅览，而凭沙坪坝区图书馆的读者证还可以借阅书籍。

沙坪坝第四家24小时
城市书房开放

本报讯 （记者 汤艳娟）观看梅丝拳、川剧等节目表演，参与VR\AR一体机
数字阅读体验，领取作家现场签名的赠书……今年世界读书日，大足、永川、合川
合办了优秀传统文化展演，错时在三地人员聚集的地方举行，让市民现场体验了
优秀传统文化的无限魅力。

大足、永川、合川
合办传统文化展演

本报讯 （见习记者 赵迎昭）60平方米的活动板房，6000多本书，6年为留
守儿童奔走的时光……北京大学硕士毕业的巴蜀中学教师田博文在江津区慈云
镇刁家社区创办田园书屋，让留守儿童的童年有了书香的滋养。

田博文的童年在四川攀枝花的小山村度过，他十分明白一本好书对于农村孩
子成长的意义。2012年，由活动板房建成的田园书屋开馆。目前，田园书屋已有
藏书约6000多册，以中小学教材、漫画、故事书为主。这些藏书除了田博文自费
购买，也有朋友的赠书。

中学教师
在江津农村建书屋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4月23日，由重庆图书馆主办的“行走的图书”公益
活动走进重庆江北国际机场T3航站楼。重庆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身着黄马甲，将
图书送至旅客身边，满足其候机时的阅读需求。

“行走的图书”公益活动
走进江北机场

本报讯 （见习记者 赵迎昭）4月23日上午，大渡口区启动“你阅读我买单”
活动，只要持有大渡口区图书馆读者证的市民，就可以在新华书店（大渡口店）任
意挑选文学、社科或生活类书籍不超过3本，且总价不超过100元，在30天借阅期
内，读者把书直接归还到区图书馆或区新华书店，大渡口区图书馆就会为读者“买
单”，读者不花一分钱。

大渡口区图书馆启动
“你阅读我买单”活动

4月 23日晚，备受瞩目的2017年度“中
国好书”颁奖盛典在央视一套、十套黄金时
间播出，29 种获奖图书全部揭晓。颁奖盛
典上，重庆出版社出版的《重庆之眼》荣膺
2017 年度“中国好书”，这也是重庆出版界
首次获此殊荣。

《重庆之眼》获得图书“奥斯卡”

2017年度“中国好书”颁奖盛典是在中宣
部直接指导下，由中央电视台与中国图书评论
学会联合推出的优秀图书年度颁奖晚会。

自2014年举办首届年度好书颁奖盛典至
今，“中国好书”评选活动和年度盛典已经走过
了五个春秋。在这五年里，“中国好书”逐渐成
为最权威的图书排行榜，是引领出版界和全民
阅读当之无愧的风向标，堪称出版界和爱书人
的图书“奥斯卡”。

据了解，每年的年度获奖图书都是从当年
大约47万种出版物中“万里挑一”甄选出的精
品佳作，获奖图书的数量仅为30种左右，可谓
浪里淘沙，沙里淘金。

在此前公布的 63种 2017 年度“中国好
书”入围名单中，重庆出版社出版的《重庆之
眼》，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图书出版有限责任公
司策划、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动物知道人
性的答案》两本渝版图书成功入围。

4月23日举办的 2017 年度“中国好书”
颁奖盛典，以“好书”为载体，通过颁奖与分
享环节，将写书人、出书人、评书人、读书
人、爱书人汇聚一堂。杨振宁、许渊冲等科
学界、文化界大家为晚会注入深层内涵，潘
虹、柳云龙等影视明星精彩演绎了好书好
文。

此次盛典由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白岩
松、李潘主持，分为“主题出版类”“人文社科
类”“文学艺术类”“少儿类”“科普生活类”“年
度荣誉图书”六个单元公布2017年度“中国好

书”获奖名单。
在“文学艺术类”单元，当重庆出版社的代

表听到开奖嘉宾柳云龙宣布《重庆之眼》获奖
时，都激动地站了起来。随后，重庆出版集团
党委书记、总编辑陈兴芜上台领奖，现场气氛
十分热烈。

作者感言：向重庆致敬

2017年度“中国好书”颁奖盛典对《重庆之
眼》的颁奖词是，“这部小说以‘重庆大轰炸’为
历史背景，透过男女主人公在抗日救亡运动中
的生活与爱情，反映了中国人对战争的反思。
本书既磅礴大气，又精雕细琢，具有撼动人心
的文学力量。”

《重庆之眼》由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著
名作家范稳深入采访精心创作而成。该书
全景式再现了“重庆大轰炸”这段震惊中外
的悲壮历史，表现了中国人民在文化抗战强
大精神力量的支撑下，坚韧不屈、愈战愈勇
的民族气节和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
概。

范稳在获悉《重庆之眼》获奖之后，激动地
表示：“很荣幸能够获得‘中国好书’这个至高
荣誉，这既是对《重庆之眼》这部图书的褒奖和
鼓励，更是对中国人民在伟大而艰苦卓绝的抗
战中，所付出的无畏牺牲和所彰显出来的民族
精神的回眸和礼赞。”

范稳说，向一座城市致敬的最好方式，就
是为它写一本书，“我希望更多的读者通过阅
读《重庆之眼》，更爱我们伟大的祖国，更爱山
城重庆的历史与文化。”

“中国好书”将在100个城市“漂流”

范稳30多年前就读于西南师范大学（现西
南大学），对重庆有着很深的情结，其作品曾三
度入围茅盾文学奖。

这本《重庆之眼》是如何诞生的呢？范
稳介绍，2015年春，他为自己的第一部抗战
题材长篇小说《吾土吾民》到重庆做最后的
补充采访，当时，重庆出版集团总编辑陈兴
芜对他说：“你写抗战题材，为什么不为重庆
写一部书呢？‘重庆大轰炸’就非常值得一
写。”

陈兴芜的这段话令范稳怦然心动，他一直
很关注重庆在抗战历史中的文化抗战，“中华
民族历史中，曾多次遭遇外族入侵，可我们的
文化从来没有被斩断过，这说明它多么坚韧而
强大。”

这一年，在重庆出版集团的支持下，范稳
住进了渝北的一个小区里，查阅资料、采访、写
作。

整整耗时一年，其间五易其稿，范稳最终
完成了这本近30万字的《重庆之眼》。

据悉，即日起，2017年度“中国好书”评选
活动主办方将今年入围的63种“中国好书”进
行图书全国漂流，开展全民阅读“中国好书”
活动。

漂书活动遍及北京、天津、长春、郑州、合
肥、上海、杭州、重庆、长沙、南昌等全国100个
城市，渝版图书《重庆之眼》和《动物知道人性
的答案》将参与此次活动。

这些“中国好书”图书将放置在全国各个
城市的地铁、步行街、公园、社区、咖啡馆等地，
静候市民的发现和阅读。

动 态

《重庆之眼》
上榜2017年度“中国好书”

颁奖词：反映了中国人对战争的反思，具有
撼动人心的文学力量

本报记者 兰世秋

《重庆之眼》上榜2017年度“中国好书”。
（重庆出版社供图）

一出巴渝文化经典的吟唱
本报记者 任雪萍

1、《踏青过巴蔓子墓》 龙
为霖（清）

2、《巴蔓子墓》王尔鉴（清）

3、《发白崖》 王廷相（明）

4、《咏秦良玉诗四首》（选
段） 郭沫若

5、《满江红》 秋瑾

6、《革命军》（选段） 邹容

7、《出益州》 刘伯承

8、《嘉陵江颂》 邓德定

9、《歌乐山》 臧克家

10、《小橘灯》 冰心

11、《我为少男少女们歌
唱》 何其芳

12、《沁园春·雪》 毛泽东

13、《告别》 文泽

14、《囚歌》 叶挺

15、《宣誓》 古成铄

16、《狱中八条》

“巴渝魂”
诵读盛典节目

丝 丝 管 弦 ，演 不 尽

巴 渝 文 化 的 流 光 溢 彩 ；
悠 悠 书 声 ，诵 不 完 巴 渝
文化的悠扬铿锵。 4 月
23 日晚，“巴渝魂”诵读
盛 典 在 重 庆 图 书 馆 举
行。

《沁园春·雪》《咏秦
良玉诗四首》《踏青过巴
蔓子墓》《发白崖》《革命
军》《嘉 陵 江 颂》《歌 乐
山》《小橘灯》《囚歌》《狱
中八条》………整台晚会
选取的 16 篇巴渝文化名
篇 佳 作 ，借 助 音 诗 画 等
手 段 ，通 过 表 演 艺 术 家
的 诵 读 ，给 现 场 观 众 带
来一场不同寻常的文化
之旅。

原汁原味
演绎经典名篇

作为从重庆走出去的著名将领，刘伯承元帅不
仅战功赫赫，军事指挥艺术高超，在文学上也有很
深厚的造诣。昨天的晚会选取了刘伯承元帅年轻
时曾写下的《出益州》。

“微服孤行出益州，今春病起强登楼……”著名
节目主持人唐国平以低沉的咏叹开篇，唱出了少年
刘伯承出川时的悲壮。伴随着音乐慢慢转高，该诗
在结尾处直抒胸臆，发出了捍卫共和的呼声，以及
昂头大干的决心。

来自重庆大学美视电影学院的青年学生杨晓
彤，在音乐的伴奏下，轻快地朗诵了《我为少男少女
们歌唱》，向观众传达了诗中表现出来的对未来新
生活、对祖国的热切期望。

在昨晚的舞台上，表演者无论是独诵、男女对
诵还是集体群诵，都借助了音诗画等手段，完美地
演绎了16篇巴渝文化经典佳作。

“经典的文章不需要繁琐的装饰，纯美的文艺
形态，需要原生态的文化氛围。诵读盛典晚会摒弃
其他文艺晚上的复杂演出元素，通过尽量少的手
段，原生态地再现出诗词意境，让观众专心聆听，静
静感受回归阅读的美感。”晚会总导演郝鹏寿表

示。市作协党组书记辛华说：“朗诵者通过声音将
这些文字和意境传达出来，让人们在脑海中产生联
想，进而体会到作品的意境、思想性和美感，真是妙
不可言。”

浑厚声音
传递诗词之美

在中国古乐器尺八奏出的古乐中，观众从舞台
背景中看到了旧时的磁器口——一个古朴的小码
头。

“霜青沙塞欺我衣，蛮方岁暮还思归……”
伴随着一名女子轻抚鼓、钵等乐器奏出的空灵
之声，身着素衣的重庆大学美视电影学院表演
系主任黄晟缓缓来到舞台中央，用浑厚的嗓音
再现了明代诗人王廷相写下的《发白崖》，完美
诠释了诗中描写的千年古镇磁器口当时的萧条
之景，以及诗人一心为国却惨遭排挤的抑郁、悲
凉心境。

在气势磅礴的音乐声中，身穿黑色中山服披
着红围巾的表演艺术家郝鹏寿朗诵了《沁园春·
雪》，激情澎湃的朗读声在大屏幕里祖国山川大
河的衬托下，让全场观众领略到这首词的雄壮之
美。

“石柱擎天一女豪，提兵绝域事征辽。同名愧

杀当时左，只解屠名意气骄……”随着悠扬的古筝
响起，大屏幕上展示着远山、城堡，重庆电视台播音
员陈惠走上舞台，吟诵起郭沫若赞颂巾帼英雄秦良
玉的作品《咏秦良玉诗四首》，让观众领略到巴渝巾
帼的豪气。

公安干警
再现巴渝之“魂”

巴渝人文精神是通过历史上一些具体的人或
事展现出来的，比如大禹、巴蔓子、秦良玉、邹容。
在昨天的晚会上，演绎赞颂这些英雄之作品的是来
自重庆公安朗诵协会的一群年轻干警，他们中大部
分人都是80、90后。

看上去有些瘦小的90后房敬阳在舞台上却
爆发出惊人的力量，将邹容的《革命军》（选段），
朗诵得气势磅礴、振聋发聩，听得观众热血沸
腾。

在晚会的最后，8名公安干警集体朗诵了红岩
英烈总结的《狱中八条》。“一、防止领导成员腐化；
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他们一
句一句地传递下去，铿锵有力的声音响彻在舞台上
空，将红岩英烈向党组织表达的赤胆忠心和殷切希
望诠释得声情并荗，在打动现场所有观众的同时也
将晚会推向高潮。

▲肖宁朗诵《嘉陵江颂》。

▲诺亚朗诵《歌乐山》。 ▲兰月朗诵《小橘灯》。

▲公安干警朗诵协会朗诵《狱中八条》。
（本组图片均由记者熊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