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报综合消息 !卡斯特罗访

谈传记"我的一生#中文版日前已

经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
!""#

年初至
!""$

年间%

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与

法国!外交世界'月刊主编(著名

记者伊格纳西奥&莫内谈话的记

录%这
%""

小时的访谈先后以!菲

德尔
%""

小时访谈'及!菲德尔&

卡斯特罗"我的生活'等英(法(西

班牙文出版% 引起世界范围的关

注%反响很大$

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

是关于卡斯特罗的生平和革命斗

争% 从童年到参与学生运动和古

巴革命) 第二部分讲述卡斯特罗

领导下的古巴% 包括古巴导弹危

机%切&格瓦拉之死%苏联解体%古

巴与非洲(美国(西班牙和拉美国

家以及和中国的外交关系) 第三

部分阐述新时期的古巴% 主要是

古巴社会主义与全球化和今天的

古巴$ 这是卡斯特罗第一次系统

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生平和革命

思想% 古巴的内外政策以及对国

际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

安报综合消息 因为认定

!山居笔记'

&

新版
'

中的
()

幅图

片侵犯了自己的著作权%上海大

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摄

影家王仁定近日一纸诉状%将著

名作家余秋雨和文汇出版社告

上法庭并索赔
*!

万元$

#

月
!*

日%法庭将开庭审理此案$

王仁定及上海大雅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代理律师*****上

海市汇盛律师事务所郭志宇与

张忠钢表示%几年前%大雅公司

与余秋雨合作出版过四本摄影

珍藏版图书% 即上海文化出版

社出版的 !从都江堰到岳麓

山'(!从敦煌到平遥'(!吴越之

间''(!北方的遗迹'%由余秋雨

撰文%大雅提供图片$ 但是%余

秋雨未经授权%在!山居笔记'

+

新版
,

内使用了
()

幅图片$ 此

前%与大雅交涉未果%于是选择

了法律途径解决$

郭志宇称%王仁定及大雅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要求法院判令余

秋雨及图书出版社立即停止侵权

行为% 在全国性报纸上公开向原

告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人民币

*!

万元)在!山居笔记'

&

新版
,

一

书封面添加著作权人的署名)承

担本案的诉讼费$

余秋雨的经纪人金克林表

示% 王仁定及其上海大雅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所指的 +侵权行

为,%是图片著作权人与出版社

之间的问题%+与余秋雨先生没

有任何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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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手机!

"!%#$'"$$#$

!"#$%

地址!铁西路
%(

号

电话!

'!()*!$)##"+

网址!

,,,-./01231-145

).

/0

!"#$

!"

#$

第
)!)

期

1234

56$%&'(

"大福隆茗茶# 在春

天里特别为您献上有益

身心健康的各类饮品 !

"天然槐角茶$具有清热%

解毒%排毒 %通便润肠之

作用&'银杏灵芝茶$对中

老年人预防高血压%高血

脂% 高血糖( 大有裨益&

)纯决名子$具有降血压%

明目%改善睡眠 %通便润

肠的作用(欢迎光临大福

隆茗茶高楼庄店*

在
!"")

年苏富比春拍的展品

上%出现了一幅+河东君初访半野堂

小影,$ 河东君%就是明清易代之际

的奇女子柳如是$ 她的这幅画像曾

经被影印在陈寅恪先生遗作 -柳如

是别传'中%只是其真迹辗转流传%

踪影难觅%陈寅恪本人也未能得见$

如今画像重现世间% 让人有惊艳之

感$

这本收录了柳如是画像的册

页共十九开% 不仅收录了乾隆年间

翰林余秋室
&

余集%号秋室
,

的这幅

画( 余用隶书抄录的顾苓 -河东君

传'全文(吴?人的题词%还有清代

程庭鹭摹绘的两幅柳如是画像(柳

如是-我闻室?稿'的抄本(柳如是

所藏六朝镜的影印件及多人题跋%

是一部有关柳如是的难得的史料$

知名文化出版人陆灏收集了

很多有关柳如是的资料% 他对记者

说% 余秋室在这幅画像后有跋语%

+真迹余于壬午冬日客金阊见于一

友人家%今忽又廿年矣$ 小窗无事%

仍以隶法录出并为模其遗照于卷

首%以为燕尘清话之一助云,%这段

文字说明他曾经见过顾苓的 -河东

君传'和柳如是像$一直有传闻说有

+余美人,之称的余秋室当年未能得

中状元%是因为他绘了柳如是%现在

推算下来% 余秋室的这幅画当作于

乾隆四十七年
&%*)!

年
,

$ 正如陈寅

恪在 -柳如是别传' 中说的%+余美

人,之未能中状元%此小像实不任其

咎也$

这幅画像的重新出现%让人颇

为感慨***那是一种对历史的断

想$ 读辛弃疾词+我见青山多妩媚%

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受到触动%这是

柳如是名字的由来$ 这个聪慧的女

子沦落风尘%才华横溢(魄力奇伟%

被推为+秦淮八艳,之首%而陈寅恪

读过她的诗词后更是 +亦有瞠目结

舌,之感$柳如是自由地挥洒自己的

生命气场%她为人豁达%追求一种独

立的精神$ 她的画像和有关她本人

的种种故事% 其实已经超越史料成

为传奇% 寄托着今天的人们无法兑

现的情怀$ +安报综合报道,

准备 #'岁退休

清代程庭鹭摹绘的柳如是画像

余秋室所绘柳如是画像

余秋雨-山居笔记.

图片被诉涉嫌侵权

-卡斯特罗访谈传记.

中文版出版

!

文化时讯

!

"

#

$

%

&

'

(

)

*

郑渊洁最近忙极了(

他要写-童话大王.(要做

电视节目(扶植儿子郑亚

旗的公司也是份内的事(

而现在他又开始逼迫自

己物色接班人* 郑渊洁昨

天对记者透露(他已将退

休时间锁定在
)'"%

年(

彼时他
#'

岁(操刀-童话

大王.正好
!'

年* )忙了

这么久(我想歇一歇了* $

+,-./01

2345

接班人标准!

会编故事(要有悟性

虽然离退休还有
*

年% 但郑

渊洁已经早早启动了物色接班人

的计划$之所以要这么早%是因为

他觉得要找个能接替自己的人很

难$ 郑渊洁开出的接班人的标准

也很新奇$ 他说% 第一要会编故

事%要有想象力)一个没有想象力

的人% 很难想象他能写出什么有

趣的童话故事)第二要有悟性%有

了悟性就能领会郑渊洁的教诲%

所谓孺子可教$

+目前我已经圈定了四五个

学生$ , 郑渊洁昨天颇为神秘地

说$原来%郑渊洁物色接班人的计

划去年就开始启动了% 他的挑选

范围是自己此前开设的皮皮鲁讲

堂里的学生$ +这四五个孩子都是

小学五六年级的学生$ , 郑渊洁

说%+他们都很有悟性% 也很会编

故事$ ,不过%这些孩子起码现在

还没达到郑渊洁的功力% 所以还

需要郑渊洁精心培养%+我正在准

备将这些孩子的文学作品出版%

*

年后%他们就
%)

岁了%他们也成

熟了% 我相信这个团队能支撑起

-童话大王'$ ,

从
%-)$

年接受-童话大王'%

郑渊洁就一直是这份杂志的撰稿

人%+我已经写了
!#

年了%这么长

时间%总是有感情的%但是我睡得

太少了%需要休息一下$ ,郑渊洁

昨天一再强调退休不代表封笔%

+我还会写下去% 并提供我的意

见%还会教学生写作文%但我不会

再像现在这样忙碌了$ ,

儿童文学作家!

大多自学成才

郑渊洁只有小学文化 %但

!#

年来%却有很多人记住了他

的名字%现在%他又要以同样的

非科班的方式培养自己的接班

人$ 儿童文学作家梅子涵因此

很钦佩郑渊洁%他认为%郑渊洁

虽然没有受过正规的文学教

育%但是他的+会编故事,和+有

悟性,的标准%显然点到了儿童

文学的要害%+这两点正好是许

多受过正规教育的人没有意识

到的$ ,

梅子涵也培养儿童文学作

家%只不过%他是通过研究生教

育的科班渠道来培养的$ 他的

学生中% 目前从事儿童文学创

作的有几十位% 而且许多人获

得过儿童文学奖$ 不过在梅子

涵眼里% 大学培养作家目前还

有诸多不足%其一%招生考试中

没有一门是考察学生创作才华

的% 而这一点对成为作家至关

重要)其二%大学中的作家教授

太少%连自己都不搞创作%还如

何引导学生从事创作.

所以% 梅子涵认为像郑渊洁

那样的非科班的培养方式% 应该

成为儿童文学作家培养的重要渠

道%+事实上% 很多人都是自学成

才的%我自己就是这样%我开始创

作的时候%还在当知青%而等我进

了大学读书% 我的作品都已进入

教材了%所以说%大学在我成为作

家的过程中基本没有起到太大作

用$ , +安报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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