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中华古籍浩如烟海， 在千

百年的流传中， 成为中华民族

历史记忆、 思想智慧和知识体

系的一种载体。 对珍贵古籍的

保护、修复和活用，关乎中华文

脉的延续和传承。

自 2007 年“中华古籍保护

计划” 实施以来，我国古籍保护

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 日前，文

化和旅游部公布《第六批国家珍

贵古籍名录（752部）》和《第六

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名单

（23 个）》， 介绍当前我国古籍

保护工作的新成果、新发现。

发现了一批珍贵典籍

第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涵盖我国不同民族、不同时期、

不同地域、不同载体形态、不同

装帧形式的重要古籍， 体现了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和多元化的

特点。

“本批古籍名录充分展现

了近年古籍普查和征集工作的

一系列新成果、新发现。 ” 国家

图书馆馆长饶权介绍说， 此次

发现了一批珍贵典籍， 例如孔

子博物馆的《乾隆御定石经》，

为内府御制墨初拓本， 自嘉庆

元年赏赐孔府后，保存至今；湖

北省图书馆的 《大方广佛华严

经》，为北宋两浙路海盐县金粟

山广惠禅院写金粟山大藏经

本，字体敦厚质朴，墨色漆黑发

亮，纸张厚实坚韧，并经染潢，

弥足珍贵； 南京图书馆藏北宋

本《礼部韵略》，为海内外现存

最早刻本。

国内已知有纪年的最早雕

版印刷品———五代后唐天成二

年刻本 《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

兜率天经一卷》，此次也收入名

录。 这是早期印刷品实物的重

要例证。

一批名家稿抄校本在此次

评选中涌现，如上海图书馆的

范钦辑《建安七子集》，卷首

题辞 、小传、目录及书眉所注

诗文出处均为天一阁主人范

钦手迹，具有重要的文献和文

物价值。

同时， 一批彩绘本舆图也

入选名目， 例如国家图书馆藏

清道光年间彩绘本 《北京内外

城全图》，形象绘出北京内城城

郭、城门、宫殿、官署 、王公府

第、 寺庙， 以及纵横交错的街

道、胡同等，是一幅绘制精细、

内容丰富的京城彩绘大地图。

第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中， 少数民族珍贵古籍品种丰

富， 例如藏文 《仁普地域志》

《般若波罗蜜多八千颂》、蒙文

《水浒传》《西游记》《红楼

梦》等。 其中藏文《般若波罗蜜

多八千颂》 为少数民族文字古

籍中首次入选的清铜版印本，

蒙文 《水浒传》《西游记》《红

楼梦》 是民族间文化交流互鉴

的例证。

饶权表示， 从古籍重点保

护单位入选情况来看，23 家单

位中，既有藏量丰富、库房条件

优越的大型文博机构， 如中国

国家博物馆； 也有在少数民族

古籍收藏研究方面呈现独特优

势的机构， 如楚雄彝族文化研

究院、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图

书馆、鄂尔多斯市图书馆、巴彦

淖尔市图书馆、 内蒙古社会科

学院图书馆等。

截至目前，“中华古籍保护

计划” 已先后评选并公布了 6

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累计

收录古籍 13026 部； 命名了 6

批共 203 家 “全国古籍重点保

护单位” 。

今后， 珍贵古籍该如何实

现有效保护？ 文化和旅游部公

共服务司一级巡视员陈彬斌

表示 ， 本批名录和名单公布

后，文化和旅游部将指导各级

古籍保护中心和古籍收藏单

位进一步加大珍贵古籍的保

护力度，有计划地对破损珍贵

古籍进行修复；促进古籍重点

保护单位不断改进存藏条件，

完善管理办法，确保珍贵古籍

的实体安全。 “还要加强对珍

贵古籍的诠释和解读，通过组

织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中

华优秀古籍宣传活动，深入挖

掘其中的文化内涵，促进古籍

保护成果的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 ” 陈彬斌说。

让古籍资源走向大众

古籍资源普查是古籍保护

的基础性工作。 只有摸清家底，

才能谈古籍资源的活用。 陈彬

斌表示， 目前全国已完成 270

余万条的古籍普查登记，24 个

省份基本完成汉文普查，2760

家古籍存藏单位完成普查登

记。 登记完成后将按省份汇总，

《中华古籍总目》 分省卷编纂

工作陆续开展。

在加强古籍修复保护方

面，12 家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

先后成立，国家图书馆藏“天禄

琳琅” 清宫征集、山西省珍贵古

籍等大型的古籍修复项目得以

实施开展， 使 360 万叶珍贵古

籍重焕新生。

保护是为了更好地利用。

古籍里的文字只有真正活起

来，化身千百，服务社会，才能

让广大民众和学界分享古籍保

护成果。

基于普查和修复的成果，

古籍保护数字化建设正在有序

推进。 据悉，文化和旅游部制定

出台了《古籍著录规则》《古籍

元数据规范》等工作标准；建立

了中华古籍保护数字资源库，

全国在线发布古籍数字资源累

计超过 7.2 万部。 “以前，专家

学者想要查一部古籍， 可能需

要请假出差到北京、 通过预约

才能查询。 现在，在网上就能看

到很多珍贵版本的古籍。 这对

于学术研究和古籍知识推广，

都具有重要作用。 ” 陈彬斌说。

饶权介绍， 国家和各地古

籍保护中心坚持保护为主、合

理利用的原则， 以通俗易懂的

形式对珍贵典籍进行再利用，

推出了 “中华优秀文化百部经

典”“国学基本典籍丛刊” 等多

种出版成果； 同时策划推出了

“甲骨文记忆展” 、走进典籍博

物馆大课堂、“我与中华古籍”

创客大赛、 中华传统晒书大会

等形式多样的活动， 让大众了

解古籍、亲近古籍、领略古籍之

美，进而传播古籍典籍文化，培

育古籍保护意识。

据悉，“十四五” 期间，文

化和旅游部将以实现古籍更好

保护和有效利用为目标， 继续

实施中华古籍保护计划， 推进

国家古籍保护工程， 充分发挥

中华古籍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方面的重要作用。

赖睿

� � � � 今年的“双十一” 购物节显

得尤为热闹———各大主流电商平

台与国内五大卫视合作， 推出七

台购物狂欢晚会。 强大的明星阵

容，多样的节目内容，酷炫的舞台

呈现，新奇的环节设置，晚会编导

使出浑身解数， 吸引观众和消费

者的关注，拉动消费，助力电商平

台在“双十一” 的全民购物狂欢

中抢占市场先机。

从 2009 年至今，“双十一”

这个原本以“光棍节” 形式在大

学男生群体中流行的校园趣味文

化， 被中国电子商务平台挪用为

网络购物促销的商业符号， 并迅

速演变成一年一度的全国性购物

狂欢节。 2015 年阿里巴巴电商购

物晚会成功举办之后， 其他电商

和直播平台迅速跟进。 纵观这几

年来的“双十一” 晚会，我们不难

发现， 尽管各自的主打风格和营

销策略不同， 节目的整体设计和

创作模式却大同小异， 都是通过

邀请偶像明星制造噱头来拉动流

量，把文艺、娱乐、商业、高科技等

元素融为一体，形成“强势平台 +

偶像明星”“场内舞台 + 场外互

动”“小屏 + 大屏”“消费 + 娱

乐” 的制播模式。 此外，晚会还模

仿央视“春晚” 的零点倒计时环

节， 为购物狂欢营造强烈的仪式

感。 通过这些花样翻新的娱乐节

目和仪式化的媒体事件加持，晚

会进一步增加了网络销售的经济

效益，提升了“双十一” 品牌以及

中国电商平台整体的社会影响

力， 为纯粹的商业活动增添了一

层文化的外衣。

但商业活动毕竟是商业活

动。 无论是通过强化偶像和粉丝

的互动环节来增加晚会的娱乐属

性，还是用穿插在节目之间，宣传

物流技术发展、 电商扶贫成果等

内容的主题 VCR 来凸显社会责

任，这些手段都无法掩盖“双十

一” 晚会强烈的消费主义氛围。

尤其是随着网红直播带货的新零

售模式进入晚会， 卫视的电视大

舞台与电商直播平台的小舞台相

结合成为常规手段之后，其“带

货” 本质更是一览无余。 在这种

逻辑下， 晚会这种特定的文艺形

式沦为实现消费驱动和商业战略

的一个环节。

无疑，以“买买买” 为价值追

求的“双十一” 晚会与一般意义

上以艺术价值和思想内涵为旨趣

的文艺晚会有着本质的区别。 作

为大众文艺娱乐的一种常见形

态， 晚会文化在当代中国有着坚

实的群众基础和悠久的历史传

统。 尤其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

来随着电视在中国社会迅速普

及，以“春晚” 为代表的电视晚会

把传统文化、 民间文化、 革命文

化、 流行文化等文化形态熔为一

炉， 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主流

媒体晚会文艺样态。 虽然当前商

业化已经成为推动文艺发展一个

不可或缺的要素，但坚持“商业服

务于文艺” 的基本原则，以引领社

会价值导向和满足大众文化需求

为己任， 始终是绝大多数文艺工

作者坚守的底线。

以此为价值坐标来审视 “双

十一” 晚会，我们可以看到，尽管

电商平台强大的技术和资本支持

对电视晚会的形式创新具有一定

的推动作用，但从本质上来说，这

些晚会只是大型的商业推广秀。

相对于“带货” 这个主线，文艺晚

会所追求的社会关怀和价值表达

沦为副线。 考虑到这些晚会都在

主流电视媒体平台播出， 其文艺

性和思想性不足的短板就显得更

加醒目了。

无论是对电商平台还是主流

卫视媒体来说，未来的“双十一”

晚会如何平衡市场营销的商业逻

辑和文艺创作的价值追求， 是应

当着力思考的问题。 除了翻新花

样煽动购物热情之外， 晚会还应

向公众传达什么样的文化价值？

这显然不是简单地堆砌明星和流

量， 也不是在浓厚的商业氛围中

强行插入公益短片， 更不是通过

网红主播或明星主持人串词的生

硬表述就可以完成的任务。 主创

团队， 尤其是作为合作方的卫视

媒体有责任回归电视文艺创作的

价值主线上来， 在引导公众理性

消费、绿色消费，做负责任的消费

者方面多做文章。

总之，“双十一” 晚会亟待转

型升级。 希望通过凸显社会价值

和文化精神这个主线，未来的“双

十一” 晚会能够走出唯商业逻辑

的固有套路， 在更加尊重电视文

艺创作规律的基础上， 把这场全

民参与的消费文化景观， 打造为

当代中国一个更有思想性和艺术

性的电视文艺范本。 在购物狂欢

的热闹散去之后， 依然能给人们

留下有价值的文化记忆。

� � � � 新华社电 11 月 18 日，中国

文化产业投资母基金在北京正

式成立。 基金由中宣部和财政部

共同发起设立，目标规模 500 亿

元， 首期已募集资金 317 亿元。

基金成立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推进文化

改革发展的重要举措，对于健全

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完善把社会

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推进社

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具有重要

意义。

作为国家级文化产业投资基

金， 主要围绕落实国家文化战略

和规划积极发挥作用， 以政府引

导资金撬动，吸引各方资本投入，

通过市场化运作、专业化管理，支

持文化企业改制重组和并购，促

进文化资源整合和产业结构调

整，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基

金主要投向新闻信息服务、 媒体

融合发展、 数字化文化新业态等

文化产业核心领域， 以及与文化

产业高度相关的旅游、 体育等相

关行业， 支持电影等重点行业发

展；围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等国家重大区域发

展战略， 支持区域文化产业协同

发展，做强做优做大文化企业，增

强文化产业实力和核心竞争力，

促进形成文化产业发展新格局。

评弹

� � � � 电影频道近日公布了 2021

年频道发展计划，将对《中国电

影报道》《今日影评》 等王牌栏

目进行全面升级，还将推出《电

影之歌 2021》《电影大会》《重

返舞台》等全新栏目。

电影频道王牌栏目《中国电

影报道》 将于 2021 年推出专题

片《我们的旗帜》，以影人讲述与

实地探访相结合的形式， 献礼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该栏目

还与人民日报联手推出访谈节目

《蓝羽会大咖》。 高分栏目《今日

影评·表演者言》将在 2021 年重

启第三季， 综合华语影坛名导视

角，与演员周迅共话表演。另一档

特别策划《科幻十二问》，则将集

结电影界与科学界的名家之声，

为中国科幻电影站台。

在原有节目升级调整之外，

电影频道还将在 2021 年打造多

档全新栏目。 国内首档电影音乐

唱演竞技秀 《电影之歌 2021》，

将用音乐手段重述经典电影故

事；平均年龄超过 70 岁的老艺术

家，将透过《重返舞台》诠释“戏

骨” 的表演态度；由《今日影评》

团队与脱口秀达人李雪琴联手打

造的《电影大会》，将于 2021 春

节档花式“召开” ，犀利输出对于

春节档电影“成熟的小想法” 。

袁云儿

时讯

电商晚会扎堆

不能只有热闹没有文化

黄典林

电影频道

2021年上新多档栏目

中国文化产业

投资母基金正式成立

《[光绪]黎平府志》：

明清贵州诸府志中规模最巨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文 / 图

� � � �“国有史，地有志” ，贵州

方志产生于宋、发展于元，按照

学者张新民先生的统计， 新中

国成立前贵州共编纂了三百五

十七部方志， 在长期流传的过

程中时有散佚， 现存约一百六

十多部。 成书于光绪十七年

（1891 年）的《[光绪 ]黎平府

志》，历叙黎平府天文、地理、

食货、典礼、武备、秩官、人物、

艺文等，全志近一百万字，是明

清贵州诸府志中规模最巨的。

该志见诸 《清史稿艺文志补

编》、《续修四库全书》、《北平

图书馆方志目录》、《[民国 ]贵

州通志·艺文志》，刊本仅有光

绪十八年黎平府志书局刻本，

《贵州文库》即邀张祥光、龙尚

学、王任索、周声浩四先生以此

刻本为底本点校整理而成。

黎平于永乐十一年（1413

年） 设府以来， 明清两朝的弘

治、万历、雍正、乾隆、嘉庆、道

光、 光绪等时期都曾纂修过府

志， 是贵州各府修志最多的地

区。 可惜除道光、光绪两朝编修

的《黎平府志》尚存外，其他均

已亡佚。

《[道光]黎平府志》纂修于

道光二十五年（1845 年）。光绪

十四年（1888 年），普安厅同知

余渭以军功升任黎平知府，当

时士绅称《[道光]黎平府志》多

年失修，“原书版片荡然无存” ，

且疆域沿革、风土盛衰、徭役轻

重、户口增减、人才代谢等均因

时而变，亟需续修。 余渭“乐允

之” ，即延贵阳陈瑜主纂，时任

开泰知县赵一鹤协理。六个月后

即完稿，次年刊印发行，装帧为

十四册， 是为 《[光绪] 黎平府

志》，该志是在《[道光 ]黎平府

志》基础上的一次续纂。

《[光绪 ]黎平府志》的材

料虽然大部分都录自《[道光 ]

黎平府志》，但从资料之增补、

史实之考辨 、 体例之赅备而

言，均可谓是后出转精。 我省

史学家、《[光绪 ]黎平府志》点

校者之一的张祥光先生介绍

说，在史实考辨方向，后《志》

纠正了前《志》的若干错误 ，

并举一例以作说明 。 洪亮吉

《水道考》、《[乾隆 ] 贵州通

志》叙述其发源及其流向均有

错误，《[道光 ]黎平府志》未能

纠错，而《[光绪 ]黎平府志》则

辨明其错。《[光绪 ]黎平府志·

地理志》 载：“宝带江， 在城

西 ，土人亦名福禄江 ，源出城

西南四十里十井山之庄家潭，

东北流经宝带山，沿城西北流

至城东北五里潋村溪入焉；又

东北合于新化江。 《通志》因

俗名之讹，以为福禄江源出石

井山， 至府西境为古州江，入

广西柳州界，不知石井山之源

入楚，不入粤 。 洪亮吉《水道

考》似亦承《通志》之误，失其

实矣。 ” 这就纠正了《[乾隆]贵

州通志》 和著名学者洪亮吉

《水道考》 在此处的错误；在

资料的增补上，《[光绪 ] 黎平

府志》有补全之功。 黎平府的

木材资源丰厚， 大量外销，该

《志》对黎平的各种大树大书

特书；咸同之乱对贵州社会的

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涉及

到这段历史的志书很少 ，该

《志》中《武备志》《秩官志》

等章节中约有十余万言涉及

此事，可谓是对这段历史记录

材料最多的志书……

《[光绪]黎平府志》著录了

一批文人对黎平府地区文化事

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比较突

出的有郑珍、黎兆勋。 “西南巨

儒 ” 郑珍于道光乙巳（1845

年）任黎平古州训导，并主讲榕

城书院，其子郑知同随行。 郑珍

居古州期间，留下了不少诗文，

该《志》就录入郑珍诗文十多

篇； 黎兆勋是遵义沙滩文化学

者群中一个重要学者， 道光二

十九年授石阡府教授， 咸丰元

年授开泰县训导。 正式在开泰

校书期间， 编纂了 《莲花山纪

略》《上里诗行》等著述，这些

著述为《[光绪]黎平府志》主纂

者大量采用。

文旅业是当今的热门，侗

族大歌、侗戏、鼓楼等早已成为

黎平的名片。 《[光绪 ] 黎平府

志》记载的“排草” 就很值得开

发：“排草，生山谷中，两叶对节

生，开细黄花，叶绿色微紫，形

极光润。 采之，其香盈乎；佩之，

香闻十数步。 藏衣笥，则衣香；

浸鬓油，则发香，亦异草也。 ” 可

见“排草” 是一种“闻香十数

步”“其香盈手” 的自然香味，

如若加以开发， 作为旅游者的

“伴手礼” 。 这也算是志书的现

实意义之一了。

第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公布———

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孔子博物馆《乾隆御定石经》。 （资料图片）

南京图书馆藏北宋本《礼部韵略》。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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