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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唐诗三百首》出版

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引驰主编

的新版《唐诗三百首》近日由果麦文化

推出，以公认最好的蘅塘退士选编《唐

诗三百首》为底本，增补 22 首经典诗

作，删 28 首，共收录 307 首唐诗，搭配

55 幅高清还原的国宝级名画。

《唐诗三百首》 大家都不陌生，但

真的有 300 首唐诗吗？ 据了解，在历代

文人选编的大量唐诗选本中， 公认最

好的是清代乾隆年间蘅塘退士选编的

《唐诗三百首》，选入 75 位唐代诗人、2

位无名氏的诗作共 310 余首。 面世后

很快风行。 不过，它也遗漏了非常多脍

炙人口的诗篇，例如被誉为“孤篇压全

唐”的张若虚《春江花月夜》，还有诸多

名诗未收录，如“春风得意马蹄疾，一

日看尽长安花”“人面不知何处去，桃

花依旧笑春风”“年年岁岁花相似，岁

岁年年人不同”等。 写出“黑云压城城

欲摧”“天若有情天亦老”等名句的李

贺，有“诗鬼”之称，但他的诗在其中也

完全缺席。

据悉，新版《唐诗三百首》删去了

原版中文学价值不高、 艺术美感不足

的 28 首诗，增补经典诗作 22 首，其中

包括李贺的诗， 经典名篇《春江花月

夜》，被誉为“渐开唐风”的初唐诗人虞

世南的代表作《蝉》，“推敲”典故来源

“僧敲月下门”的出处《题李凝幽居》，

与王勃的千古名篇《滕王阁序》双璧同

辉的《滕王阁诗》，被称为杜甫七言律

诗中“最有力量者”的《秋兴八首》等。

值得一提的是， 新版还收录了 44

位唐宋元明清名家传世画作， 包括唐

代的李思训、李昭道父子，宋代的宋徽

宗、马远，元代的赵孟

頫

，明代的仇英

等等。 书中还高清还原 55 幅国宝级名

画，如迄今为止存世“最古的画卷”《游

春图》；唐代仕女画“传世孤本”《簪花

仕女图》；北宋“画王”宋徽宗赵佶的

《芙蓉锦鸡图》； 长达 4 米的“巨幅长

卷”《浔阳送别图》等。

陈引驰表示，“《唐诗三百首》，迄

今仍是进入唐诗璀璨殿堂最便捷的长

廊， 我们做的， 只是将它装点得更漂

亮，一路漫步，让你看到更美的风景。 ”

《唐诗三百首》

陈引驰 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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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全汪曾祺散文集出版

5 月 16 日是汪曾祺逝世 22 周年

纪念日， 人民文学出版社日前以新近

出版的《汪曾祺全集》“谈艺卷”“散文

卷”为底本，以大散文的概念重新按照

写作时间

（辅以发表时间 ）

排序，出版

《汪曾祺散文全编》

（全

6

卷）

， 呈现一

个更加接近历史现场的汪曾祺的散文

大观园。

据悉，《汪曾祺散文全编》 收录迄

今为止发现的汪曾祺全部散文作品，

收入他自 1941 年创作的散文、谈艺类

文章，共计 553 篇。 较之原来北师大版

全集新增佚文 100 余篇， 是目前市面

上最全的汪曾祺散文全集。 随书附赠

一枚精美藏书票，“顿觉眼前生意满，

须知世上苦人多”，体现了他“抒情的

人道主义者”的情怀。

书中既有“记人事、写风景、谈文

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

的纯粹散文，也有谈文学创作、作家作

品、创作心得，兼及谈书画、曲艺等其

他艺术门类的评论文章、艺术随笔、讲

稿等，完整呈现了汪曾祺的博雅之风。

作品以写作时间排列顺序， 写作时间

不详则按发表时间排序。

据人文社介绍， 关于汪曾祺的散

文还有一段逸事，上世纪 80 年代末他

的散文集《蒲桥集》出版时，封面上印

了一段“广告语”：“齐白石自称诗第

一，字第二，画第三。 有人说汪曾祺的

散文比小说好，虽非定论，却有道理。

此集诸篇，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

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皆有

情致。间作小考证，亦可喜。娓娓而谈，

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 文求雅洁，少

雕饰，如行云流水。 春初新韭，秋末晚

菘，滋味近似。 ”这段文字以第三人称

的视角， 把汪曾祺散文比作“春初新

韭，秋末晚菘”，写得如此之好，以致老

是有人向汪曾祺打听这广告是谁写

的。 无奈之下，汪曾祺老实招供是他自

己写的

（应出版社的要求）

。 这段话也

是汪曾祺的散文观， 是他孜孜以求并

努力践行的， 他认为：“散文总得有点见

识，有点感慨，有点情致，有点幽默感。”

据悉， 人文社还将以《汪曾祺全

集》为底本，陆续出版《汪曾祺小说全

编》

（新版）

、《汪曾祺书信全编》， 以及

汪曾祺作品单行本等， 以满足广大读

者的多层次需求。

周末有约

高清还原55幅国宝级名画

流行

近日， 人气青年漫画家白茶与人

民文学出版社携手打造的《就喜欢你

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 4》（以下

简称《喜干 4》） 全国首发式在北京举

办， 当日现场吸引了近千名热情粉丝

参与。

据人文社介绍，《就喜欢你看不惯

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 系列绘本是白

茶的代表作，讲述了一只叫“吾皇”的

胖猫和一只叫“巴扎黑”的萌狗和铲屎

官少年的生活趣事。 创作至今，这只拥

有“王之蔑视”的猫咪和它的朋友们受

到数千万粉丝的喜爱， 成为一部国产

的真正意义上“老少咸宜”的现象级漫

画文学作品。 据统计， 截止目前，“吾

皇” 漫画的全网阅读量已超过六十亿

次。《喜干 4》是这个系列的最新作品，

延续了这个系列漫画的爆笑风格，吾

皇、巴扎黑等漫画形象萌暖傲娇，猫生

哲学、神奇脑洞令人捧腹。

当日首发式上， 白茶与读者分享

了创作和生活中的许多趣事， 称自己

曾“脑洞”让不同平行空间的吾皇、傲

霸等搞一个“复仇猫联盟”，未来也可

能会学习做导演并拍一部跟猫和狗有

关的电影。

编剧、 影评人鹦鹉史航作为特邀

嘉宾参加活动， 也是一位爱猫如命的

“吸猫患者”， 他在家中养了 18 只猫，

也时常在各类综艺节目中分享“猫段

子”。 他在现场为“养猫人”总结了有趣

的性格特征：“我觉得说养猫的人自恋

是对的，因为你养的东西像你，你喜欢

它就是喜欢自己，这是肯定的。 但是你

跟它形成了小世界， 你喜欢它就是喜

欢世界……”史航非常看好“吾皇”的

影视化发展。

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肖丽媛

表示， 人文社选择白茶的作品主要是

因为它是国产优秀漫画作品的佼佼

者， 也是 80 后和 90 后群体拼搏奋斗

的写照，“白茶带领的年轻团队朝气蓬

勃，将‘吾皇’一气呵成地打造成了‘超

级国民 IP’。 ”她还提到，《喜干 4》融入

了 AR 技术， 为读者提供与时代接轨

而又新鲜立体的阅读体验。

据悉， 为了回馈粉丝们的喜爱与

热情，在全国首发式结束后，白茶将携

团队奔赴深圳和广州， 开启全国巡回

读者见面会之旅。

《就喜欢你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4》首发

《就喜欢你看不

惯我又干不掉我

的样子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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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通史系列讲座第五期：

清代十三行与广州

广州自古以来就是中外交流

的重要枢纽，在清代“一口通商”的

政策下，广州贸易迅猛发展，达至

鼎盛。 十三行时期，中外商人在广

州开展了繁荣的贸易，商品种类繁

多，数量惊人，是全球贸易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 历史学博士、中山

大学历史系教授江滢河将为市民

朋友介绍广州清代十三行与世界

联系的故事。

时间：

5

月

18

日

10:30-12:00

地点：广州图书馆北九层广州

人文馆中庭

主讲嘉宾：江滢河

家门口的建筑———

我的手绘札记

时间：

5

月

18

日

10:00－11:30

地点：广州图书馆

1

号报告厅

活动对象：

6

岁以上读者及家长

建筑、道路、交通工具、江河、

绿化、人们的工作与生活都是城市

构成的各项重要元素，特别是一幢

幢建筑，更是见证城市变迁与发展

的重要标记之一。“2019 年小金龙

漫画创作大赛” 组委会邀请建筑

师、插画师黄俊贤、罗钰滢亲临广

州图书馆， 面向青少年儿童开设

“家门口的建筑———我的手绘札

记”艺术设计主题活动，鼓励青少

年儿童用心发现城市建筑之美，通

过手绘艺术，刻画城市形象，创作

小读者个人专属的城市札记。

主讲嘉宾徐

暐

杰荣获“中国最

美志愿者”“广州市道德模范”“广

东好人”等称号，他将在讲座中分

享如何在青少年时期在父母的影

响下立志成为志愿者，如何在成年

之后身体力行、带领自己的孩子也

参与到志愿服务中，把父辈的志愿

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的故事。

“羊城少年学堂”第 250讲：

志愿精神伴随我们的成长

主讲嘉宾：徐暐杰

时间：

5

月

18

日

10:00-11:30

地点：广州少年儿童图书馆

探秘恐龙时代的远古世界

时间：

5

月

19

日

10:00-11:00

地点：海珠区少年儿童图书馆

（樱花街

18

号）二楼报告厅

参与对象：

5-12

岁读者及家长

南京古生物研究所旗下化石

网资深讲师吴子豪将给小读者们

讲述地球生命的历史。远古生物留

下来的化石告诉我们生命的秘密，

想知道在广州怎么找到远古生物

的化石吗？本次活动不仅可以了解

这些远古生物，还能近距离触摸它

们，感受远古生物的魅力。 本次讲

座需提前在海珠区少年儿童图书

馆公众微信号报名。

这只傲娇的“吾皇”猫又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