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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点亮人生，承载历史，也照见当下与未来。在本栏目中，有展现中国共产党
百年辉煌成就的献礼作品，也有关于祖国对宇宙探索的精良之作，还有反映血防精
神的瑰丽篇章……题材虽不同，但都向世人展现着一个朝气蓬勃、多姿多彩的中国，
让读者深感其中蕴含的时代魅力。

——编 者

▲《中国火星纪事：中国火星
题材科幻小说佳作选》
刘维佳 主编
新星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
曲青山 著
人民出版社

80多岁的父亲是名老党员，年轻时辗转多地工作，晚年回到重庆居
住。“七一”前我回去看望他，特地把四川美术出版社刚刚付梓出版的《红
色经典中的经典——〈红岩〉小说插图文献集》一书带给了父亲。

这份特殊的礼物让父亲十分激动，他急切地翻阅着一张张经典的插
画，能一口气说出每一张插画的作者和插画背后的英雄故事。父亲说，在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这本经典中的经典插画出版太重要了，前
些日107岁作家、已有83年党龄的老作家马识途还以《讲述革命故事 弘扬
红岩精神》为题，写出一篇谈《红岩》与红岩精神的长文在《人民日报》刊发，
读完让人心潮激荡。

说到这里，父亲似乎忘记了年龄，站起来立马让我陪他去参观渣滓
洞。这让我的记忆穿越时空，一下子回到了从前。

小时候，父亲最喜欢给我讲《红岩》里面的人物故事，立场坚定的许云
峰、视死如归的成岗、聪明机敏的小萝卜头、出身豪门却投身革命的刘思扬
等等。我在成都读大学时，父亲还曾给我送去一本已经翻旧的《红岩》。叮
嘱我学习之余认真翻阅，一来丰富业余生活，二来充盈精神境界。

后来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书柜整齐排列的书籍中，我把《红岩》
永远放在最醒目的位置。遇到迷茫或工作懈怠时，翻阅书中任何一个片
段，都会给思想以警醒。等我有了孩子，也把书里的英雄故事讲给孩子们
听，看见他们从懵懂到敬仰，我内心十分高兴。这本串联我们爷孙三代、净
化心灵的书籍，是帮助我们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去除杂念的心灵参照物。

渣滓洞集中营位于重庆市歌乐山麓，一路上人来人往，参加纪念活
动的人很多。歌乐山，一个动听且优美的名字，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
然而多年前，这里却是阴森恐怖的人间地狱。几百名戴着脚镣手铐的共
产党员、革命志士、青年学生、妇女儿童甚至还在襁褓中的婴儿，统统遭
到国民党军统特务惨绝人寰的折磨和屠杀，他们的鲜血染红了歌乐山上
的苍松翠柏，当我陪父亲走到这里时，心灵再一次受到洗礼、净化，我们
的信念也更加坚定。

顺着蜿蜒的山路进入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旧址——渣滓洞监狱，呈现
在眼前的仍然是一派肃杀的景象。院落的四周是毛骨悚然的碉堡、铁丝
网，院中是阴暗、潮湿的牢房。仅仅三米见方的小屋，每间住十人左右，
房中唯一通风的地方就是那个巴掌大的窗户。看到一组组陌生的名单
和一张张发黄的照片，还有一双双婴孩曾经穿过的小鞋子，我心底阵阵
发颤。在烈士墓后面的墙上，我看到许许多多年轻而坚毅的面孔，还有
一朵朵盛开的菊花，这些菊花代表那些连相貌也不曾留下的烈士们。他
们为新中国的诞生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父亲似乎忘记了几十年落下的腿疾，坚决拒绝我搀扶，他站在来过
多次的渣滓洞前，表情十分凝重，我知道父亲的心灵又走进了那个年
代。《红岩》里面的英雄人物，此刻正像过电影一般，在每一个参观者脑海
中凝聚成一种精神，永远难忘……

烈士墓墙边有句话：“在凯旋的号声里，我们将会交换一个微笑。”我
想这是烈士们视死如归、凛然无惧的心声吧。只要新中国能够诞生就能
交换他们的微笑，死又何惧。是什么力量支撑着像江雪琴、许云峰这样
的大批共产党员在敌人的威逼利诱和酷刑屠刀下毫无畏惧宁死不屈？
其实就是他们对党的忠诚和信仰，是革命先烈坚持真理、改造社会的人
生追求，是革命先烈为国家、为人民流血牺牲忘我赴死的坚定信念，这也
是激励世代中国人的红岩精神。

这一瞬间，历史触手可及。这一刻我也穿越时空，深刻体悟到了那
群勇敢的中华儿女为真理而斗争的坚强意志和大无畏精神。红岩魂是
中国之魂，是民族之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将接过先辈的旗帜，让
革命精神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红岩精神世代相传

乡土百态的乡土百态的现实图景现实图景
□ 黄 山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首部反
映新中国成立以来血吸虫病防治历
程的书籍《送瘟神：新中国抗击血吸
虫病纪实》日前由江西科技出版社付
梓出版。该书真实记录了这一公共
卫生领域的伟大战“疫”，全面展示
在党领导人民持续推进血吸虫病防
治取得的巨大成就和丰富经验，生动
描绘了为抗击血吸虫病无私奉献的
健康卫士，深入诠释了70余年血防实
践中所沉淀的血防精神。

人类社会在发展前行的历程中，
一直伴随着与各种自然灾害和疫患
的斗争。

当我们站在历史的瞭望台上，穿
越时空，回眸新中国成立以来抗击血
吸虫病的斗争，会看到那场抗疫壮
举，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当
余江县率先在全国消灭了血吸虫病，
树立了血防第一面红旗时，毛泽东同
志欣然命笔写了《七律二首·送瘟神》
抒发豪情，为这一历史壮举增添了浪
漫主义的瑰丽色彩。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回望波澜
壮阔的血防事业，是对历史和现实的
呼应与告白；是过去的荣光与今时之
奋斗的交融与汇合；是一代代血防工
作者不忘初心、默默耕耘、甘于奉献
的全景写照与时代缩影。

一批批血防人深深眷恋脚下的
土地，默默守护疫区人民的健康，他
们的身影，是地平线上最美的风景；

他们的行动，闪耀着“群策群力，科学
防治，甘于奉献，誓送瘟神”的血防精
神的光芒。

时间，是丈量历史的刻度。
7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党团结带

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一场惊心动
魄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大战，经受了
一场艰苦卓绝的历史大考，付出巨大
努力，取得抗疫斗争重大战略成果，
创造了人类同疾病斗争史上又一个
英勇壮举，铸就了“生命至上、举国同
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
的伟大抗疫精神。

毛泽东同志曾在《七律二首·送
瘟神》后记中指出，党组织、科学家、
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瘟神就只
好走路了。回首当年惊天动地的血
防运动，凝望当前惊心动魄的抗疫大
战，不禁令人感慨万千——血防精神
与抗疫精神一脉相通，同中华民族的
特质禀赋和文化基因一脉相承。

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
作为民族精神最为坚定的弘扬者和
实践者，中国共产党经历百年奋斗，
赢得百年荣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卫生健康事业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
中，血吸虫病防治留下了浓墨重彩的
一笔。作为第一部全面反映我国血
吸虫病 70余年防治历程的书籍，《送
瘟神：新中国抗击血吸虫病纪实》搜
集了大量珍贵文献资料，许多是首次
公开，为我国公共卫生实践提供成功

经验，彰显中国实践、中国方案对破
解血吸虫病消除这一世界难题的借
鉴价值，也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
设，鼓舞斗志、坚定信心。

为何这样一本填补空白之作是
由江西立项出版呢？

江西是一片充满红色记忆的红
土圣地，同样也是人民卫生事业初心
使命的孕育地，接续奋斗了70余年的
血防历程与成就，形成了江西血防独
特的影响力。全国血防第一面红旗
在江西余江树立；家喻户晓的伟人诗
篇因江西余江根除血吸虫病而作，鼓
舞和激励着全国朝着消灭血吸虫病
的目标砥砺奋进；血防精神在江西余
江发源，在全国传承发扬；以传染源
控制为主的综合防治新策略在江西
进贤探索成功并在全国推广应用，成
为新时代我国推进消除血吸虫病的
主策略；中国血防纪念馆在江西余江

落成开馆，成为全国科普教育基地，
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和红色
旅游地；鹰潭红旗干部学院在江西余
江高高耸立，与瑞金干部学院、方志
敏干部学院、甘祖昌干部学院一起成
为江西特色红色精神和党性教育的
名片；江西血防的一批重大防治成果
为全国血防防治成就增光添彩；江西
血防的一批优秀血防人为消除血吸
虫病危害，保障人民身体健康作出了
突出贡献。

江西血防的这“八个一”（一面血
防红旗、一组伟人诗篇、一种血防精
神、一个血防新策略、一所中国血防
纪念馆、一所红旗干部学院、一批重
大防治成果、一批优秀血防人）集中
体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江西血防的
巨大成就，奠定了江西血防在全国血
防的独特地位和作用，也是该书由江
西提议，在江西出版的主要原因。

全书共分为八章，第一章描述血
吸虫病的严重危害；第二章至第六章
介绍新中国成立以来血吸虫病防治
历程、策略措施、主要成效；第七章展
示我国血吸虫病防治的辉煌成就和
经验启示；第八章诠释我国血吸虫病
防治历程中形成的血防文化、血防精
神，共享防治血吸虫病的中国方案；
附录列出了我国血吸虫病防治工作
的重大事件及部分题词和画作。

从“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
鬼唱歌”到“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
神州尽舜尧”，体现的是中国共产党
人始终不渝的宗旨与初心，彰显的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
势，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凝聚力。这
就是伟大的新中国之所以能在人类
命运的大考中交出优异答卷的根本
原因。

血防精血防精神谱壮歌神谱壮歌
□ 张 衍

作为一个天文爱好者，六月可谓
惊喜不断。“天问一号”探测器着陆火
星，我们通过“祝融号”火星车的拍
摄，观赏到着陆点全景、火星地形地
貌、“中国印迹”等影像图；“神舟十二
号”载人飞船顺利将聂海胜等 3名航
天员送入太空，随后与天和核心舱进
行交会对接，中国人有史以来第一次
进入自己的空间站。

这让我不禁想起《中国火星纪
事》，这本书搜集了近三十年来中国
科幻最优秀的火星叙事佳作。

收入其中的苏学军《火星尘暴》，
是我喜欢的类型。这个故事中，火星
蘑菇在长城考察站疯长，抢占考察站
人员维持生命的水资源。为了活下
去，考察站队员顶着尘暴肆虐的天气
以各种方式外出寻求救援。此次行
动以多名队员牺牲为惨痛代价。

收录本书中还有另一篇同类小
说《这里是火星》：1982年失踪的副连

长林铸通过虫洞到达火星，在生命的
最后一刻，他利用随身携带的军用发
报机将所见所闻全部发回地球，希望
这些信息能给祖国和全人类的航天
科学研究工作提供一些参考价值。
几十年后，当地球陷入洪水肆虐的危
机，林铸的儿子天文学家林海宁选择
驾驶装满炸药的船只，自沉海底并将
海水引流到火星。林海宁究竟能否
活着成为拯救地球的中国人？全文
在极具戏剧性张力的叙述中呈现，精
神上更是具有一种失落已久的崇高
之美。

面对眼前难以逾越的困难，这两
篇小说展现出相似的精神气质，这种
精神与中国古代神话中盘古开天、夸
父逐日、精卫填海的精神内核一脉相
承，又与如今的“天问一号”火星探测
精神相得益彰。无论是在科幻小说
中，还是在现实环境下，中国人探索
宇宙的“问天”豪情从未止熄。

这本选集中还有许多风格各异
的小说。《库克岩石》质朴神秘，闪
动的石头将来自战神玛尔斯的秘
密信号排列组合；《火星公主》美丽

忧伤，一枚遗留的戒指把所有秘密
凝固在漫漫黄沙中；《火星户口》幽
默冷峻，在戏谑和反讽的叙述中，
主人公一生的遗憾纤毫毕现；而

《火星上的战争》则活泼风趣，一颗
因寂寞而发疯的电子心，反照出人
类自身忍不住寂寞必然寻找机会
搞事儿的狡黠模样。

如果有一天，地球末日真的降
临，人类的后代该何去何从？对于这
个问题，《中国火星纪事》中贡献了各
种移居火星的构想，人类开发火星的
豪情壮志以及人类在火星上面临的
情感危机和生理危机，能够让我们
仿佛置身异星地去思考长远的未
来，也能让我们更好地思考脚下的
地球。异星开发的艰苦卓绝或许也
从侧面告诉我们要珍惜这目前唯一
的适合生存繁衍的蓝色星球。“天问
一号”登陆火星已经落幕，火星不是
终点，中国人对宇宙的探索步履不
停。在未来的时间段里，或许《中国
火星纪事》中的故事真的会在现实
中发生，或许真实比小说里的故事
更精彩，更励志，因为科幻让人想
象，想象给人力量。

抒写中国共产党的峥嵘历史
□ 刘昌宇

天问，中国人的火星移居梦

《晚熟的人》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
学奖之后创作出版的首部中短篇小说
集，包括《左镰》《斗士》《等待摩西》《诗
人金希普》《表弟宁赛叶》《地主的眼
神》《澡堂与红床》7篇短篇小说和《晚
熟的人》《贼指花》《天下太平》《红唇绿
嘴》《火把与口哨》5部中篇小说。

如果说莫言的早期作品侧重于上
个世纪初的“历史乡土”的话，那么莫
言的《晚熟的人》则侧重于描绘当代乡
土百态的现实图景。20世纪中后期至
今的乡村往事和正在发生的故事，是
这本书叙述的主要话题。

《晚熟的人》再次凸显出莫言是位
善讲故事的高手。在莫言以“高密东
北乡”为核心构筑的文学城堡里，演绎着或真实或想象的乡土传奇。十
二个中短篇小说从不同侧面折射出乡土社会的现实轮廓，有的像是刚刚
离我们而去的熟悉又陌生的乡土背影，有的又像是正在发生的“乡村里
的故事”进行曲。

逐篇读完《晚熟的人》里的十二个作品，看得出来，每篇每部作品都
是莫言深思熟虑之后产生的成熟作品。看不出一丝一毫的在成名作家
那里通常会出的毛病——在成名之后急于抛出显得慌里慌张的新作品
的痕迹。几乎每篇每部作品都是娓娓道来，不慌不忙，甚至不动声色，显
示出作家对作品的可读性有足够的自信和把控力。

不被巨大的名利困扰，继续按照自己的节奏从容不迫地创作，这是
一个优秀作家的最佳状态。

小说集《晚熟的人》里最打动笔者心灵和调动笔者情绪的，就是中篇
小说《晚熟的人》。这部中篇小说笔者连读了三遍，爱不释手。

关注乡村小人物的命运，是莫言小说永恒的主题之一。莫言中篇小
说《晚熟的人》一如既往地继承了莫言的文风。

蒋二被认为是乡村里最傻的人，大家都把他当傻瓜看待，其实他只
是装傻，装作是“晚熟的人”。谁料，大环境一变，时代不同了，一有机会，

“晚熟的人”蒋二立刻摇身一变，成为集财富、智慧为一身的智者玩家。
原来自以为聪明的人才开始醒悟：傻的是自己，自己的“早熟”不堪回首。

莫言想给“晚熟”一个正面形象，而不是贬斥。“晚熟”作为一种褒义，
“代表了求新、求变、不愿意过早地故步自封的一种精神。”

《晚熟的人》里的十二个乡土小说，猛一看都似乎荒诞不经，细细地
思索一番，又发现它折射的是现实；沉重但不沉郁，因为里面夹杂着悲悯
和作者对那片土地的眷恋和对那片土地上的人民的深情；擅长于审丑，
但审丑过程中却伴随着深度审美。

笔者最佩服的地方就在于：多么看似荒诞不经的故事，都能让莫言叙
述得就像发生在我们的身边那样令人信服，令人“相信”它的确发生过。

在荒诞不经中，构建乡土百态的现实图景，这，正是莫言的高
明之处。

▲《晚熟的人》
莫 言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 菲 菲

□ 杨 力

▲《送瘟神：新中国抗击血
吸虫病纪实》
周晓农 主编
江西科技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
一部筚路蓝缕、艰苦奋斗的激昂奋
进史。一百年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
河中，不过短短的一瞬间，但中国共
产党却在持续的拼搏进取中，创造
了辉煌的业绩，取得了一个个令世
人惊叹的伟大奇迹。如何理解和认

识这段光辉的历史？中共中央党史
和文献研究院院长、研究员，中共党
史学会会长曲青山所著的《中国共
产党百年辉煌》，从回顾党的发展历
程入手，全面展示了一个大党的巍
巍风采。

作者将中国共产党风雨兼程
勇毅前行的百年历史，划分为四个
历史时期，即：从 1921 年 7 月中国
共产党建立至 1949 年 10 月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是新民主主义革命
时期；从 1949 年 10 月至 1978 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是社
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从 1978年
12 月至 2012 年 11 月党的十八大召
开，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新时期；从 2012 年 11 月至今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
书沿着这一时间脉络，夹叙夹议，
析理透彻，浓墨重彩书写出百年大
党的峥嵘历史。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就是一部
披荆斩棘攻坚克难，引领全体中国
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
的伟大蜕变历程。在百年的深刻变

革中，不论如何风云变幻，党始终都
能把正航向，确保中国这艘巨轮劈
波斩浪不掉队、不偏航，充分彰显出
中国共产党坚如磐石的政治领导
力、生机盎然的思想引领力，也让世
界目睹到了中国力量、领略了强大
的中国之治。

全书还对党在百年探索和实
践中，凝成的宝贵历史经验，予以
了系统的总结。作者认为，坚持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发展之
本，是缔造一系列伟大传奇的动力
之源。中国共产党是卓越的马克
思主义政党，有着自身的先进性，
敢于自我革新。在长期的革命斗
争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中国共
产党一直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理论创新，旗帜鲜明地高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旗，以人民为
中心，紧紧依靠人民，坚定不移地
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
务，持续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为了强化党的领导，保持自身的纯
洁性，党还与时俱进不断充实和完
善民主集中制内容，为坚持科学执

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提供了基
本遵循。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
土完整，党始终坚持对军队的绝对
领导，为祖国统一和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巩固和发展最广
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凝聚起了强大
的精神力量。即便在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中国
共产党也为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
这一崇高事业，展现出了自己的使
命担当，显示出为世界谋大同的卓
越品格……回首往昔，只有读懂悟
透这些宝贵的历史经验，才能真正
体会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之所在。

百年风华展峥嵘。今天，我们
学习和领会《中国共产党百年辉
煌》的思想精髓，是为了更好地认
清历史方位，坚定理想信念、增强
自信自觉，在学党史添动力的精神
洗礼中，增强对党的情感认同和家
国挚爱，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进军的过程中，以史为
鉴，开拓创新，继续书写中国共产
党新的百年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