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囯是诗的国度，自古以来，物华天
宝，人杰地灵，从北国的千里冰封，到南国
的万里海疆，一代代优秀的诗人，为中华
民族的繁荣富强，贡献了诗意的智慧和
力量。进入二十一世纪，广大诗人更是
诗情迸发，各种诗歌艺术形式呈现出多

姿多彩的态势，整个诗歌的社会影响力
进一步提升，公众对诗歌的关注度也有
了很大的提高，诗歌在建设和提升人类
精神生活的品质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
作用。许多诗人积极参与更为广泛的社
会变革和工作实践，通过自己亲身的体
验在瞬息万变的现实里寻找到了创作的
灵感，以饱满的激情创作出了许多优秀
的诗篇，记录了民族复兴的伟大历程。
纵观近年文坛，文学回暖、诗歌掀起热
潮，各地诗歌采风、诗会活动连台，诗坛
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这正是民族复兴
伟大时代的反映。而诗歌重回大众视
野，在健康向上的精神文化建设和对大
众审美水平的提升中，发挥着潜移默化的
积极作用。

在这波澜壮阔的大时代中，迎面走来
一位名叫武自然的诗人，以低吟浅唱的诗
行，描绘着诗意的人生追求和梦想。《自然
的诗》是武自然的第二部诗集，正如诗人
所言，这部诗集融入了他对生活的挚爱与
追求，他将自己的诗歌交给自然，并随之
自然而然地相伴同行，这是一种诗意盎然

的人生追求和真善美的诗人情怀，所以，
他既是新闻界的精英、又是真性情诗人，
二者在其人生历程、事业轨迹相得益彰，
可谓才情兼备。当下，虽然诗歌呈现出十
分繁荣的态势，但是有筋骨、有温度、有真
情、有灵魂的精品力作还比较少，对现实
生活的简单模拟，碎片化的写作还较为普
遍，这一现实存在的情况，也给我们每一
个诗人提出了警示。令人可喜的是，武自
然的诗大多从小处入手，其诗歌的内容也
都是自己生活中的经历，这些诗可以说是
他心路历程的一种真实记录，让人读起来
感到亲切自然。特别是保留了中国诗歌
抒情性的传统，许多篇章构思精巧，在诗
歌语言的运用上也没有故弄玄虚的地方，
作者的创作态度和诗歌价值取向应该得
到应有的肯定。

古人云：世间有三才，谓天才、地才与
人才。所谓天才，古今恐怕仅有一人，非
浪漫主义诗人李太白莫属，其“天子呼来
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杜甫句）的气
势无人能及；地才者，乃现实主义诗人杜
子美，其“安得广厦千万间”尝遍人间百

态，深得民心；而人才者，譬如王维，系中
国文人画鼻祖，当然是琴棋书画样样精
通，用今天的话讲，就是才情满怀。古往
今来，所谓天才地才皆是可遇而不可求，
然而泱泱大国唯独人才济济，往往新人辈
出、各领风骚！

在我看来，武自然固然不可与天才李
白、地才杜甫比肩，但他既是一位优秀的新
闻工作者，以记者之笔记录着伟大的时代
步伐，同时又是一位具有家国情怀的诗人，
将诗歌的韵律与时代的脉搏合拍，乃脚跨
新闻文学的两栖人，一管笔中喷射两样文
采，所以俯首拾来皆为诗，可谓典型的当代
才子，注定岁月峥嵘、人生诗情画意。

我喜欢《自然的诗》中这些长长短短
的如歌行板，表达自然，随性而诗，乘兴而
歌，或一草一木，或小桥流水，或山水清
音，每每生动鲜活，自然流畅，余味悠长。
看得出，武自然的诗，不为发表而写，不为
功名而作，毫无矫揉造作之嫌，他总是自
自然然地写，也就写的自自然然。

(作者系中国作协副主席，本文是作
者为《自然的诗》写的序言，本报有删节)

峥 嵘 岁 月 总 是 诗
□ 吉狄马加

中国国家图书馆自1909年京师图书
馆初创，百余年来，积累了规模宏富的珍贵
典籍。截至2017年底，馆藏各类文献超过
3700万册件，数字资源长期保存量超过
1500TB，是世界上收藏中文文献最多的
图书馆，也是国内外文文献最大藏家。

全面推进国家总书库建设

国家图书馆自 1916 年开始接受国
内出版物缴送，新中国成立后逐步确立
了“中文求全，外文求精”的文献采选原
则，全面入藏国内正式出版物，有选择地
入藏重要外文文献。近年来，国家图书
馆将网络资源、口述历史等新型文献信
息纳入国家总书库收藏范围。经过历代
国图人的努力，目前国家图书馆馆藏文
献涵盖纸质文献、缩微文献、音像制品、
数字资源等各种载体，覆盖123种文字。

国家图书馆于2011年策划提出“国
家图书馆国家文献战略储备库”建设项
目，2015 年经国务院批准立项，并列入
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

典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
体，蕴含着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记忆、思
想智慧和知识体系。国家图书馆是国家
古籍保护中心、国家典籍博物馆，是中华
优秀典籍最重要的收藏机构。2007年，
国务院启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由国家
图书馆组织实施。经过十年努力，逐步
建立起由党和国家统筹领导，各级各类
古籍存藏机构及古籍工作者协调合作，
社会各界共同支持和参与的全国古籍保
护工作格局，已累计由国务院公布五批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收录古籍 12274
部，命名180家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为了“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
来”，2012年，国家典籍博物馆在国家图

书馆挂牌成立，2014年9月对外开放，经
过近三年的实践，走出了一条图书馆与
博物馆融合发展的成功道路。国家典籍
博物馆依托国家图书馆馆藏珍贵典籍，
运用现代化展陈手段，先后举办“国家珍
贵古籍特展”“中国记忆非遗项目系列
展”“甲骨文记忆展”等展览 70 余场，使
公众能够近距离地感受珍贵文献穿越时
空的恒久魅力，使蕴藏在典籍中的历史
智慧能够服务当代、服务社会。

打造公共文化服务阵地

国家图书馆是世界上开放程度最高
的国家级图书馆之一，自1999年开始实
现全年 365 天开馆，每周开馆时间达 76
小时，每年除夕和正月初一都有七八千
读者来馆学习，在书香中过大年。目前，
国家图书馆已实现全面免费开放，服务
范围覆盖物理馆舍、互联网、移动通信网
和广播电视网。2017 年接待到馆读者
583.9万人次，日均到馆近1.6万人次，文
献流通近2555.8 万册次,解答咨询超过
104.9 万件，举办公益性展览、讲座、培
训、演出2460场次，开馆时间之长，服务
范围之广，接待读者人数之多，在世界图
书馆中都十分罕见。

国家图书馆逐步调整服务政策，目
前已实现入馆年龄零门槛，除为普通读
者提供服务外，还积极推进面向特殊群
体的精细化服务。

提升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效能

国家图书馆自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
跟踪国际数字图书馆研发进展，2001年
经国务院批准立项实施国家数字图书馆
工程，在数字图书馆技术研发、数字资源
建设、数字化服务、标准规范建设等领域
形成了一批成果。2011 年，文化部、财
政部联合启动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由
国家图书馆组织实施。截至2017年底，
该工程已覆盖全国 41 家省级图书馆、
486家地市级图书馆，服务辐射2900多
个县级图书馆，建设移动阅读平台全国
分站 285 家，举办网络书香系列阅读推
广活动，服务人次超过 3942 万，通过互
联网、移动通信网、广播电视网、数字图
书馆专网等多种渠道，逐步形成覆盖全
国的数字图书馆服务体系。

近年来，国家图书馆还积极利用微
博、微信等新媒体技术手段，将资源和服
务推送到用户身边，努力使图书馆成为
社会公众如影随形的知识伴侣。2017
年，国家图书馆网站点击量近 10 亿次，
手机访问量超过3000万次，互联网电视
用户遍布世界172个国家9000万户。

发挥全民阅读主阵地作用

国家图书馆逐步形成开放阅览、文
献外借、展览展示、讲座培训、参考咨询、

馆际互借、数字阅读、编制专题书目等多
元化阅读服务体系。

2004 年，国家图书馆创设“文津图
书奖”，通过社会投票与专家评审相结合
的方式，每年评选推荐一批优秀图书，迄
今已连续举办十二届，评选获奖图书119
种，推荐图书522种。2015年，国家图书
馆借鉴“慕课”理念打造的“国图公开课”
正式上线，截至目前，已累计向社会公众
推出精品专题课程1000余讲，网站累计
点击量达2767万次，成为深受社会公众
欢迎的国家级公共开放学习平台。同年
推出的“M 地铁·图书馆”项目，在 2016
年入围国际图书馆协会与机构联合会

（IFLA）国际图书馆营销奖。

构建现代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

国图是“图书馆的图书馆”，根据《公
共图书馆法》的规定，承担“为其他图书
馆提供业务指导和技术支持”的职能。

2007年以来，国家图书馆陆续组织
实施了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数字图书馆推
广工程等重点文化工程，倡导建设了全国
图书馆联合参考咨询服务网络、省级公共
图书馆立法决策服务协作平台、全国公共
图书馆讲座联盟、全国图书馆信息无障碍
服务联盟、全国图书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
联盟等业务合作平台，主导制定了图书馆
领域系列业务标准，主持研发了多项新技
术应用成果，协助培养了一批基层图书馆
专业队伍，为构建协同共享的数字图书馆
服务体系和覆盖全国的现代公共图书馆
服务体系作出了积极贡献。

我们将以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以《公共图书馆法》为指导，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为建设学习大国和社会主义文
化强国继续奋勇前行！

为国家和民族赓续文脉
国家图书馆馆长、国家典籍博物馆馆长 韩永进

编者按：今年1月1日起，《公共图书馆法》施行。这是党的十九大之后

出台的第一部文化方面的法律。中国国家图书馆是“图书馆中的图书馆”，

在公共图书馆建设方面发挥着行业带头作用。我们约请国家图书馆馆长韩

永进介绍公共图书馆建设的体会。

看完电影纪录片《出山记》，心里久久不能平静；没想
到这部与扶贫有关的主旋律电影，拍得妙趣横生，观影时
礼堂内响起28次笑声。

《出山记》是拍摄《俺爹俺娘》的焦波率领团队，在贵
州大山里驻扎了300多天拍成的。影片以脱贫攻坚中的
易地扶贫搬迁、大通道建设、特色产业发展等工作为主
线，讲述了当地群众脱贫致富、走出大山的故事。整部影
片无一职业演员，无一剧作家创作的台词，完全是乡间生
活的真实记录，在这部片子里人们看到的是赤裸裸的贫
穷和活生生的人。

故事发生在一个美丽的地方。云雾缭绕，郁郁葱葱
的青山连绵起伏，遵义市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石朝乡
是贵州省20个极贫乡镇之一，大漆村是石朝乡中面积最
大、人口最多的村庄，也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大漆村美
得沁人心脾，穷得触目惊心。有多穷？为了七八千块钱，
一个三口之家需要东拼西凑，走亲访友抹下面子四处借
钱。穷根子是怎么种下的？大漆村平均海拔1260米，交
通不便是造成这里贫穷的最主要原因。“搬穷家、挪穷窝、
拔穷根、奔小康”，在脱贫攻坚政策引导下，大漆村党总支
书记申修军下决心要让大漆村摆脱贫困奔小康。

故事主人公是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人。申周是一位
大龄青年，30多岁的他，最大的心愿是能讨个老婆，然而
窘迫的生活让他这个愿望遥不可及。尽管父母经常托人
说媒，一直没有女孩愿意嫁到此地。了解到他家符合易
地扶贫搬迁政策，全家不仅有机会搬到务川县城得到一
套安置房，还能得到一份稳定的工作。申周希望离开山
村，到务川谋求更好的发展。但他的父母常年生活在大
山里，只跟庄稼牛羊打交道，不敢想象搬去城里该如何生
活。两代人的观念无法调和，申周和父母的关系濒临决
裂。一个小家庭的争执折射出大漆村移民搬迁面临的困
境。《出山记》选取申周一家，将两代人面对“出山”时截然
不同的心态通过镜头客观呈现，当地群众对故土的那份
眷恋与不舍，置身其外的观众有了切身体会。

影片在冷静叙事中，深入挖掘普通群众的内心情感，
令人感动。看到易地扶贫搬迁户的新生活越来越好，考
虑到儿子的终身大事没有着落，申周的父母终于同意搬
迁。可后来得知又想让他们搬迁到遵义，他们无法接
受。“你喊我搬遵义去，不是拿刀架我脖子上吗？你当什
么党委书记？”明明是好心，却被呛了一鼻子灰。申修军
也忍不住有些恼火，甩下一句狠话：“你这种贫困户是永
远帮不起来的。”的确，大漆村村民朴实、良善，但也是现
实主义者，由于经历和眼界的局限性，他们不愿意冒险做
没把握的事。几十年的生活经验告诉他们，光讲漂亮话
没用，眼见为实。而且，终日与大山为伴，他们早已习惯
了这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在长期生产生活中与脚下
这片土地结下了深厚感情。

矛盾和冲突就这样一个接一个地出现，随着剧情的
跌宕起伏，我们看到了老百姓对过去的不舍，也读懂了基
层村干部的辛酸。

影片让人们更真切地体会到脱贫攻坚的不容易，说
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难在哪？因为你面对的是一群活生
生的人。即便你是真心实意为对方着想，他们也有自己
的一套逻辑和“小算盘”。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大漆
村脱贫攻坚的关键，但修路要占用农民的一部分土地和
房屋，还有大量的坟墓需要迁走。申修军开会动员说服
群众以大局为重，不少村民思想转不过弯来，当场和他争
吵甚至动手打人，“怎么谈都没用，你们直接挖深点，把我
埋在这里，这就是我的坟墓”。

金色的秋天到了，申周全家搬进了务川县城，过上了
城里人的生活；大漆村的万亩香榧开始有了收获，以土地
入股的村民第一次看到了收成……啃下全面脱贫攻坚战
的“硬骨头”，如今大漆村的人们过上了好日子。这部影
片以真实的记录展现了一个贫困村庄奋斗的过程，也让
人们对脱贫攻坚事业多了一份真切的理解和认识。

唯有真实最动人
——电影纪录片《出山记》观后

□ 舒 云

2018年元旦春节期间，“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
万家活动开启，中央宣传文化教育部门组织了120支文
化文艺小分队赴基层慰问演出，“校园轻骑兵”文艺小分
队是其中的一支重要力量。1月21日、23日，中国教育
电视台组建“校园轻骑兵”文艺小分队，开展“校园轻骑
兵，青春踏歌行”演出慰问活动。

小分队成员由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音乐学
院、中国传媒大学等院校的大学生组成。他们以青春之
名，唱响时代旋律。1 月21 日，云南勐海县天气清爽宜
人，将近3000多名师生和家长从四面八方赶来观看“校
园轻骑兵”的演出。勐海一中校长表示：“校园轻骑兵，青
春踏歌行”演出活动，让基层同学看到希望，为基层的同
学们点燃理想。

小分队结束在云南的演出之后，不顾辗转劳累，快速
赶往湖北黄石。23日下午2点，一首慷慨激昂的《青春寄
语》再次拉开序幕。节目不时被 2000 多名观众的笑声
和掌声淹没。来自湖北黄石各学校的同学们同样带来了
地域特色浓郁的歌舞表演。

如果说，人生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么，到基层
去、到人民群众中去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实践和行之有
效的志愿服务应该是最时尚的旅行方式。用“勤学”的方
式在向实践、向人民学习中成长进步，用“修德”的途径在
磨炼意志中崇德修身、增长才干，用“明辨”的思维在体察
社情民意中汲取营养，用“笃实”的行动在践行和传播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服务奉献，用历史的深度和世界的
广度开阔自己的眼界，将所学所长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
活实际结合起来，用一棵树推动另一棵树，用一朵云推动
另一朵云。“校园轻骑兵”的队员们在基层演出的过程中，
也获得了学习和成长。

校园轻骑兵 青春踏歌行
□ 刘 婷

1932 年 1 月 28 日，位于北京的涵芬
楼遭日军轰炸，几十年藏书焚为灰烬，数
十万册珍籍被战火烧毁。在这场火灾中，

《元朝秘史》躲过一劫，幸得留存至今。
《元朝秘史》，又称《元秘史》《蒙古秘

史》（以下简称《秘史》），为13世纪形成的
皇家秘典，是以编年体形式记述蒙古族发
源、发展及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建立
蒙古帝国的历史文献。然而，以回鹘式蒙
古文成书于1240年的原典，未能流传至
今。明洪武年间，始有宫廷刻本，称《元秘
史》，为十二卷，用于教习蒙古语。明永乐
初，又被当作史籍，抄入《永乐大典》卷
5179-5193中，由十二卷改为十五卷，题
名遂改为《元朝秘史》。随着《永乐大典》
的散失，此几卷至今尚未发现。明时期

《秘史》是以563个汉字拼写蒙古语，附汉
语旁译和总译的“汉字音写本”。

流传至今的《秘史》版本众多，明洪武
年间刻本为《秘史》汉文系统祖本，弥足珍
贵，现寄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由其间接
抄得完本——清顾广圻校本（简称顾校
本），为现存《秘史》最佳本，收入《四部丛
刊》三编中，深受学界青睐。

顾广圻生于 1770 年，卒于 1839 年，

字千里，号涧苹、无闷子，别号思适居士、
一云散人。他是元和（今属江苏苏州）人，
清朝著名的校勘学家、藏书家、目录学
家，先后校有《礼记》《仪礼》《国语》《战国
策》《元朝秘史》等。

他的藏书处为“思适斋”，著有《思适
斋集》，录其校书、刻书序跋，含为校勘《元
朝秘史》所撰跋，讲述顾校本产生经过。
顾校本底本影元椠本旧抄本原主为金德
舆（1750-1800），后传入晋江张太守。
甲子年（1804）顾广圻在张家见过此旧抄
本，乙丑年（1805）年“遂怂恿古余（张敦
仁，1754-1934）先生借来覆影此部”，并
对此影抄本细校勘，每卷以朱笔记若干页
某日校，书末日期为“二十六日校毕”。卷
十末页存周銮诒（1829-1885）题识：“光
绪癸未（1883）八月寓意园，取此本与连
筠簃刻本对读一过。周銮诒记。”说明此
时顾校本从张敦仁次子手中流出，经清沈
涛、杨书云，已由敬征及其孙盛昱收藏。

爱新觉罗·盛昱（1850-1900），满洲
镶白旗人。学问博雅，庋藏图书处曰郁华
阁。1912 年 5 月，郁华阁藏书开始流
出。其间，傅增湘为自己和涵芬楼购得珍
贵古籍，中含顾校本《元朝秘史》，在《张元

济傅增湘论书尺牍》详载得此书经过。
1932 年 1 月 28 日，涵芬楼遭日军轰

炸，顾校本《元朝秘史》能够逃过大难，与
傅增湘及陈垣先生密切相关。陈垣为校
勘各版《元朝秘史》以及治元史，四处借阅

《元朝秘史》，顾校本亦其所借对象之一。
傅增湘于1931年4月18日致张元济函告
知陈垣有意借用此《秘史》一事。张元济
4月25日回函已由友人带去。正因此次
借出，此《元朝秘史》躲过1932年1月28
日涵芬楼大难，傅增湘感慨“此书二十年

前自余手访得之，二十年后又借余手保全
之，冥寞中似有数存。余又乌敢贪文之
功，以为己力耶”。

新中国成立后，张元济着手处理涵芬
楼烬余书籍的归属问题。1953 年 6 月，
张元济明确表示将东方图书馆藏四百五
十三箱又二百零四包，捐献人民政府，由
郑振铎先生接收。逃过战乱幸存的顾广
圻校本《元朝秘史》从此入藏国家图书馆。

（作者系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
研究馆员）

躲 过“ 火 劫 ”的 书
——国图藏清顾广圻校本《元朝秘史》

□ 萨仁高娃

没有台词，没有演员，展现的是真实

的乡间生活，活跃的是活生生的村里人，

感动观众的是走出贫困的顽强努力。冷

静的叙事中蕴含着激动人心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