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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初心，百年辉煌。2021年是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一百年
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站了起来，
富了起来，强了起来。出版界积极策
划推出一批思想性、艺术性、可读性俱
佳的精品力作，唱响了礼赞新中国、奋
斗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自身形象建
设。《新时代大党形象》（人民日报出版
社2020年6月出版）充分阐释了中国
共产党无私为民、艰苦奋斗、清正廉洁
等精神气质和光辉形象。这些方面相
互关联，有机结合，展现了中国共产党
在见识、胸襟、气度、力量上的大党形
象，塑造出中国共产党的内在精神和
外在表现，并对今后进一步加强和改
进党的建设做出了阐释。

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什么能取得成
功？背后的秘诀是什么？作为领导这
场伟大变革的中国共产党自身又发生
了哪些深刻变化？《党的自我革命：中
国改革开放成功的政治密码》（北京人
民出版社2020年2月出版）以改革开
放作为时代大背景，充分阐述中国共
产党为了适应新的历史时期、推动中
国社会的发展进步，进行自我调适、自
我变革、自我革命的历程。该书告诉
人们：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
自身发生了巨大变化，比以往任何时
候都更加成熟、更加强大、更加自信。

2020 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决战脱贫攻坚之年，讲述脱贫攻坚
中国故事、中国模式、中国成就的精品
图书，彰显了中国扶贫扶智的使命担
当。《习近平扶贫故事》（商务印书馆
2020年8月出版）由67篇扶贫故事组
成，按照时间顺序，系统讲述了习近平
同志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关心困难群众生产生活、带领困难群
众脱贫攻坚的感人故事，生动记录了
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扶贫开发、驰而
不息推进脱贫攻坚的精彩瞬间。

报告文学兼有纪实与创作特点，
是记录时代的重要方式。“十村记：精
准扶贫路”丛书（湖南教育出版社
2020 年 10 月出版）运用报告文学的
形式，选取习近平总书记就扶贫问题
视察及视频连线过的湖南十八洞村、
江西神山村、陕西照金村、河北骆驼
湾村等 10 个村落，回溯其贫困的原
因，聚焦几个主要人物或家庭的生活
变迁，用平实的语言、生动的细节，讲
述这些地方在精准扶贫后发生的翻天
覆地变化，以点带面展示精准扶贫的
伟大成果。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在全
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役中，扶贫第一书
记是重要力量。《扶贫第一书记》（新华
出版社2020年12月出版）真实记录了
第一书记们长期奋战在脱贫攻坚第一
线，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基层党组
织和广大群众苦干实干的鲜活故事，
展现了他们用生命坚守初心使命的勇
敢精神、敢啃硬骨头的顽强意志、求真
务实的工作作风、推进精准脱贫的思
路与方法，以及将青春倾注在脱贫攻
坚第一线的人民情怀和本色担当。

摄影画册《百名摄影师聚焦脱贫
攻坚》（中国画报出版社2020年9月出
版）是“聚焦中国”系列图书之一，通过
气势磅礴的大场景和震撼人心的人物
特写，用281位摄影师的306幅摄影作
品，向世人展示中国扶贫开发和精准
脱贫的大国轨迹，举世瞩目的中国脱
贫成就，精准脱贫的中国方略、中国智
慧、中国创造、中国经验和惠及世界的
国际减贫贡献。

河北作家积极书写脱贫攻坚生动
实践。河北省作协主席关仁山创作的

《太行沃土》（河北人民出版社2020年
10月出版）全景式展现了阜平县脱贫
攻坚全过程。作者通过描绘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把历史
与现实结合起来，把现实与未来结合
起来，深刻反映了中国正经历着的这
场伟大变革及其带给中国、带给全人
类的重大影响。聚焦张北脱贫攻坚实
践的《金银滩》（百花文艺出版社2020
年10月出版）由河北省作协副主席李
春雷创作，该书选取张北的一个村落
和一户人家作为模板和缩影，通过他
们在经济和精神深处的变化，写出了
新时代中国农民的变化，以及中国农
村的变化。

春风十里 播撒书香 □河北日报记者 肖 煜 张晓华

冬日尽，春已来。美国诗人埃米莉·迪金森说，没有任何快艇

像一本书把我们带到遥远的地方，也没有任何骏马能像一页欢悦

的诗篇，最贫穷的人也可以如此跨越旅行，而不必被迫为通行纳

税。阅读给细水长流的日子带来无限美好。在又一个充满希望的

春天，让我们一起做阅读的传播者，播撒知识的种子。相信阅读会

指引我们脚下的每一步都走得更加坚定有力。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抗疫
成为全人类的紧迫任务。在党中央的
坚强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
我国的疫情防控取得了显著成效。广
大文学工作者以充满人文关怀的视角
放眼人类与瘟疫的斗争历史，追溯疫
情的根源，分析其发展趋势，为中国乃
至世界提供抗击疫情的宝贵历史资料
和实践经验文本。

《大国战“疫”——2020中国阻击
新冠肺炎疫情进行中》（五洲传播出版
社、人民出版社2020年2月出版）借鉴
国际深度报道表述方式，从 200 余万
字主流媒体相关报道中精选素材，精
心组织加工，全景式展现中国人民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中统
一领导下，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
打响疫情防控人民战争的阶段性进程
和重大成效，以及中国积极与国际社
会合作，共同维护全球和地区公共卫
生安全的巨大努力。

“这世上可能确实没有超级英雄，
不过是无数人都在发一份光，然后萤
火汇成星河。”由上海仁济医院呼吸科
医生查琼芳撰写的《查医生援鄂日记》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0年4月出
版），记录下她在武汉亲身经历的人和
事。日记不仅记录了医疗团队的努
力，还以细腻的多维视角客观记录了
每一个平凡中带着伟大的普通民众为
抗击疫情做的点滴贡献，从不同切面
生动重现了武汉抗疫这段历史。

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能够充分反
映时代风貌与人民心声。河北作家李
春雷在疫情发生后赶赴武汉，对张定
宇、肖思孟、张继先等人进行采访，撰
写了多篇报告文学。《武汉纪事》（江西
高校出版社2020年10月出版）收录了
李春雷18篇纪实作品，生动形象地反
映了武汉抗疫中惊心动魄、牵动人心
的感人场景，塑造了多位在生死关头
不屈不挠、奋力拼搏的英雄群像，讴歌
了抗疫战士为了人民生命安全，敢于
付出、勇于牺牲的人道主义精神，突显
了新时代最可爱的人的时代风貌。《致
敬英雄——2020 抗疫报告文学集》
（百花文艺出版社2020年6月出版）收
录了19篇报告文学、120余幅来自抗
疫一线的珍贵图片以及著名播音员录
制的有声版。作者们深入战疫一线实
地采访，记录下一个个催人泪下的故
事和温暖人心的凡人善举，为读者呈
现了一幅波澜壮阔的抗击疫情的全景
图卷，展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民
族精神和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家国
情怀。

声色无界，光影有魂。《让我隔空
抱抱你——镜头下的人民战“疫”纪
实》（山东友谊出版社 2020 年 4 月出
版）以时间为轴线，以温暖为主题，精
心选取了 40 个以平民视角切入的感
人故事，以图叙事，通过100余幅精美
照片和凝练文字，定格这些特殊的历
史瞬间。该书通过中英双语的呈现方
式，既直观、生动地与海外读者分享中
国人民在抗击疫情过程中的勇敢、坚
毅、责任与担当，同时也将这份温暖传
递给世界各国人民，激励大家鼓足勇
气战胜疫情。

2020年，中国科技创新取得
重大进展。“嫦娥”奔月，“鲲龙”击
水；“中国天眼”瞭望宇宙，“奋斗
者”探索深渊……

嫦娥奔月的古老传说寄托着
中国人的探月梦想，北京航天飞
行控制中心编写的《月背征途：中
国探月国家队记录人类首次登陆
月球背面全过程》（北京科学技术
出版社2020年12月出版）通过“司
机”——月球车驾驶员视角，向读
者展现了月面驾驶这一特殊任务
和完成这一任务所需的特殊技
能，记录人类首次登陆月球背面
全过程，完整梳理中国探月工程
里程碑事件，详细介绍了月球车
从发射、降落到巡视月背的细节。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我国自
主建设、独立运行的全球卫星导
航系统。2020年，北斗三号系统
全面完成建设，为全球用户提供
全天候、全天时、高精度的定位、
导航和授时服务。《北斗卫星导航
系统原理与应用》（东南大学出版
社2020年6月出版）讲述了北斗
卫星导航系统的原理，介绍了北
斗导航系统在各行业的应用，包
括在地球科学中的应用、位置服
务中的应用等，并列举了典型的
应用案例。

2020 年 1 月 11 日，被誉为
“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
电望远镜顺利通过国家验收，正
式开放运行，其灵敏度为全球第
二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的2.5倍
以上。《中国天眼：遥望深空的天
文重器》（科学出版社2020年1月
出版）着力介绍“中国天眼”的威
力、作用、功能、科学目标、新成果
和未来发展等内容，以及“天眼”
建设者攻克道道难关做出的创造
性工作。

8848.86 米！2020 年 12 月 8
日，珠穆朗玛峰最新高程公布。

《珠穆朗玛日记》（长江文艺出版
社2020年12月出版）以日记的形
式讲述珠峰高程测量全历程。作
者在随队采访的过程中，还原了
鲜为人知的测绘登山队员工作与
生活状态，用诗意的笔调向读者
介绍了珠峰的危险、神秘与纯洁，
将70多个日夜的苦与乐、艰难与
收获、前行与回首浓缩于书中。

文学的繁荣有赖于作家的耕
耘，文学从高原迈向高峰则依托
于优秀作品的泉涌。2020年，文
学名家笔耕不辍，佳作迭出，使得
文坛精彩不断。

进入耄耋之年的王蒙推出长
篇小说《笑的风》（作家出版社
2020年4月出版），展现中国人几
十年来在社会发展变迁中经历的
酸甜苦辣与悲欢离合，书写知识
分子的人生追求与心路历程。莫
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后推出首部小
说集《晚熟的人》（人民文学出版
社 2020 年 8 月出版），用 12 个故
事描摹人情世态，从上个世纪到
当下社会，从历史深处步入现实
百态，壁立千仞，气象万千。贾平
凹长篇小说《暂坐》（作家出版社
2020年9月出版）以西安为背景，
讲述了现代生活的快节奏下，一
群单身女性在生活中互相帮助、
在心灵上相互依偎的故事，展现
了她们在追求经济独立、精神自
由过程中所遭遇的困境，以及在
困境中展现出的复杂人性。

一条铺满鲜花的阳光大道，
需要全体人民的守护。张平的长
篇小说《生死守护》（作家出版社
2020 年 8 月出版）真实反映现实
生活中正义与邪恶的短兵相接，
以跌宕起伏、多线并行的情节，在
情与理、个体与整体、人性与法治
的多重矛盾中揭示人性的复杂，
塑造了富有时代特征的人物形
象。冯骥才的长篇小说《艺术家
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0 年 10
月出版）讲述了半个多世纪以来
艺术家们的生活与创作，全面呈
现了他们的精神世界，让读者从
中一窥艺术事业、社会环境发展
变迁之样貌。

书写人间烟火，照亮人间悲
欢。迟子建《烟火漫卷》（人民文
学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从冰
雪北国的故乡出发，以文学创作
演绎着东北百年历史和当代现
实。刘心武《邮轮碎片》（人民文
学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由一
次地中海的邮轮之行，呈现八个
家庭的红尘翻覆，社会上的新人
类和新动态得以细致描摹，体现
了作家在创作上的求新求变。刘
庆邦的长篇小说《女工绘》（作家
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以进入
煤矿的女工华春堂的曲折人生为
主要线索，连缀起多位矿场女工
的不同命运，呈现了她们蓬勃的
青春，不灭的爱情向往，以及对命
运的慨叹。

如果说经典是古人留给我们
的“言教”，那么传记留下的就是

“身教”了。读一本名人传记，就
是在学习一个人的人生经验和智
慧，可以从中汲取知识与能量。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北宋思想家、教育家、理学创始人
之一张载的“四为”句，言简而意
宏，被哲学家冯友兰称作“横渠四
句”。2020年适逢张载诞辰1000
周年，《立心立命开太平——张载
传》（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
年3月出版）以生动的笔法还原、
诠释张载这一历史文化巨人的人
生本真，追溯其生命轨迹和心灵
历程，审视其文化创造的秘密，字
里行间蓬勃着一代先贤光照千秋
的家国情怀和仰之弥高的道德追
求。

2020年是陈寅恪诞辰130周
年，《陈寅恪的最后20年》（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12月
出版）推出修订本。1996 年，该
书首次出版后在全国读书界引发

“陈寅恪热”，并带来关于传统文
化、人文精神、学人风骨的众多热
议。此次修订本根据大量珍贵档
案、访谈和文献等一手资料，澄清
了很多历史疑问。作者抱着“了
解之同情”的态度写作，从 20 世
纪中国文化的传承角度来理解陈
寅恪，写出一部以揭示传主生存
状态、探索其内心世界为主题的
个性鲜明的学人传记。

2020年也是钱锺书诞辰110
周年，《钱锺书的学术人生》（中华
书局2020年11月出版）涉及钱锺
书的生平经历、为人处世、学术成
就、手稿集的解读与探讨等多个
领域，作者王水照曾跟随钱锺书
治学与工作多年，对其学术、生活
有深入了解。该书既有作为学界
同仁对钱锺书学术上的精辟解读
与探讨，亦有作为朋友、学生角度
的温情缅怀。

《百年曾祺：1920—2020》（天
津人民出版社2020年3月出版）
是为纪念汪曾祺先生诞辰百年而
编选的文集。著名策划人梁由之
精选叶兆言、宗璞、黄子平、铁凝、
王安忆、张新颖、史航等60余位知
名学者、作家及汪曾祺亲人的文
章，近30万字，全方位展示了几代
人从不同时段、层面、角度对汪老
其人其作的解读、分析和议论。

作为中国的艺术瑰宝，敦煌
莫高窟的美轮美奂为世人瞩目，
而首任敦煌研究院院长，被誉为

“敦煌守护神”的常书鸿先生对于
敦煌研究意义非凡。《此生只为守
敦煌：常书鸿传》（浙江人民出版
社2020年6月出版）讲述了常书
鸿在时局动荡的背景下，守护敦
煌的坎坷一生。近半个世纪的风
雨人生中，他虽然承受了妻离子
散、家破人亡等种种磨难与打击，
却仍以苦行僧般的坚忍与执着，
为敦煌艺术的保护研究和传播作
出了无以替代的贡献。

“一座紫禁城，半部中国史。”
2020 年适逢故宫建成 600 周年，
与故宫有关的图书呈井喷之势。
这些书从历史、建筑、制度、文物、
饮食、游戏、节气等各方面对故宫
进行解读，纷繁斑斓。

故宫博物院前院长单霁翔的
《我是故宫“看门人”》（中国大百
科全书出版社2020年4月出版）
从故宫“看门人”的角度，讲述了
单霁翔在故宫博物院担任院长期
间，通过各种举措让故宫博物院
成为“活起来”的博物馆，实现“要
把一个壮美的紫禁城完整地交给
下一个600年”承诺的故事。内容
涉及故宫博物院的文化传承、文
物保护、管理改革、学术教育、品
牌建设、文化传播与交流等各个
方面。

从永乐帝朱棣到崇祯帝朱由
检，从顺治帝福临到宣统帝溥仪，
这二十几代君王在紫禁城中做出
的种种决策，改变了整个华夏大
地，也影响了我们今天的生活。清
史专家阎崇年《故宫六百年》（华
文出版社2020年4月出版）记述
了这些人的历史和故事。书中也
写了故宫的建筑以及故宫藏品。

由作家、学者祝勇所著的《故
宫六百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0年4月出版），以紫禁城建筑
的空间次序为横坐标，以紫禁城
历史的时间次序为纵坐标，选取
了故宫中诸多重要建筑，回顾紫
禁城六百年历史，揭示定都北京
的历史意义，展现中华文明在宫
殿建筑、园林、绘画、藏书等各个
方面的成就。

建筑是文化的记录，墙体可
以剥落，朱红可以黯淡，但文化内
核的传承却不能泯灭。《故宫营建
六百年》（中华书局2020 年10月
出版）将故宫的营建与古代帝王

“国家元首、家族族长”的双重身
份结合起来，从政治、文化的角度
深刻解释了故宫的内在底蕴。

此外，针对孩子的故宫读本
也以通俗的语言、生动有趣的画
面打造出了独具特色的中华文
化通识读本。如《故宫里的大怪
兽》（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故宫里的二十四节气立体绘
本》（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我要去故宫”系列（中信出版集
团）、《打开故宫》（电子工业出版
社）、《故宫——这是紫禁城》（九
州出版社）等。

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阅读
则是了解人生和获取知识的重要手段和最好

途径。当孩子爱上阅读，他也将慢慢懂得爱自己、爱他
人、爱生命、爱世界。

黄春华的《我和小素》（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2020年6月出版）选
取少女视角，直面新冠肺炎疫情这一特殊现实题材，投放了作者的深挚

情感，叙述精妙，细节动人。它超越了灾难本身，虽不回避灾难带给人世间
的伤痛，但同时呈现了面对灾难时人们浓浓的爱意与担当。

黄蓓佳的《奔跑的岱二牛》（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2020年3月出版）以理
想主义的色调、幽默的笔触，生动讲述了中国江南红坝村男孩岱二牛捡拾手机，寻
找失主的悬疑故事，延展至新时代乡村新变，塑造了善良、淳朴的中国儿童新形象。

作家叶广芩是继老舍之后京味文学的代表作家，其“耗子丫丫的故事”系列中浓郁醇
厚的京味表达，既写出了北京平凡人家的温情暖意，也写出北京作为千年古都曾有的独
特气质。《土狗老黑闯祸了》（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2020年10月出版）是继2018年《耗子
大爷起晚了》、2019年《花猫三丫上房了》之后的第三部作品。作家将自身的人生历练
和感悟自然而然地融入作品，超越了浅显的快乐童年书写，显露出大气、厚重又返
璞归真的气质，在看似平凡普通的叙事中，透露出人生的复杂与多样。

《用两百万年斗蚊子》（新蕾出版社2020年4月出版）是“果壳阅读·生
活习惯简史”系列的蚊子册。该书介绍了两百万年来人类与蚊子的

斗争历史，以场景化的趣味讲述、新奇的角度，为我们展示了蚊
子这一古老的生物对人类生产、生活产生的重要影响。

从端午节佩戴香囊、熏艾草到屠呦呦青蒿素的
发现，展示了科技对人类生活的美

好改变。

抗疫文学

记录凡人善举，塑造英雄群像

科技著作

揭开神秘面纱，托起强国梦想

名家新著

书写人间烟火，攀登文学高峰

人物传记

追溯生命轨迹，探寻心灵世界 故宫读本

穿越历史长河，领略文化魅力

主题出版

感受时代力量，彰显使命担当

儿童文学

童书润心灵，阅读伴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