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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战国七雄融入星空
夏桑

● 擘画新世界 建立新中国
——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面临筹建新中国的历史任务，
1949年 3月 5日至13日，中共七届二
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全会规定了取
得全国胜利后党在政治、经济、外交方
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指出了中国
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
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
向。全会讨论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
转移到城市的问题。10月1日15时，
新中国开国大典隆重举行。
1949年 3月 25日，七届二中全会

结束后第13天，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
导人与中央机关、人民解放军总部进驻
北平。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宣告成立。
七届二中全会为新中国绘制蓝图
1948年3月，在结束转战陕北到达

山西临县后，毛泽东曾对中国局势作出
判断：同蒋介石的这场战争可能要打
60个月，60个月者，5年也。这60个月
又分成两个30个月，前30个月是我们
“上坡”“到顶”，也就是说战争打到了
我们占优势；后 30个月叫做“传檄而
定”，那时候我们是“下坡”，有的时候
根本不用打仗，喊一声敌人就投降
了。同年9月，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央政
治局扩大会议正式提出，从1946年 7
月起大约5年左右时间内，从根本上打
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时局发展的迅猛出乎所有人的预

料。解放战争的进程比毛泽东的预想
还要快。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
会召开时，中国革命已经到了“传檄而
定”的关头。面对新的形势，带着筹建
新中国的历史任务，经过充分准备，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七届二中
全会在西柏坡召开。全会讨论了党的
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指
出用乡村包围城市这样一种时期已经
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
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必须用极大的
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在领
导城市工作时，党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
工人阶级，吸收大量工人入党，团结其他
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
的能够同共产党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及
其代表人物，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
统治集团、官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
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
外交斗争。要将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
产作为中心任务。城市中的其他工作，
都必须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并
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
“两个务必”的提出
与七届二中全会一起载入史册、成

为党最可宝贵精神财富的，还有毛泽东
提出的“两个务必”。他在全会的报告
中深刻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
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
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
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

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
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
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
序幕还不是高潮。”为此，毛泽东提出：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
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
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两个
务必”，既有鲜明的现实指向，体现出毛泽东
对即将胜利了的中国共产党前途命运的
高度忧思，又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反
映出毛泽东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敏锐洞察
和对党的性质宗旨的深刻认识。
“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1949年 9月 21日，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
开幕。参加会议的代表共662人。人
民政协的召开，标志着中国的新型政党
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
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确立。

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中
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向全世
界豪迈地宣告：“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
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
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
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
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
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
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
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
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

会议通过了在一个时期内起着临
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共同纲领》。会议通过了中央人民政府
组织法，一致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
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
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陈毅等56人为中
央人民政府委员。10月1日，由中央人
民政府委员会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
理兼外交部长。

会议通过北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首都，将北平改名为北京；决定采用公
元纪年；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
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全国人民在共产
党领导下的大团结。

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体会议胜利闭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1949年10月1日15时，30万军民

在天安门前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伴随
着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激昂奋进的
旋律，毛泽东亲手按动电钮，升起中华
人民共和国第一面五星红旗。接着，
毛泽东以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向全世
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
民政府今天成立了！”这声音传遍天涯
海角，震撼神州大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新世界诞生了！
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 飞天中国
——“这一刻，我们都是幸福的追梦人”

继 2003 年杨利伟首次遨游太空

后，2005年10月12日至17日，神舟六
号载人飞船首次将两名航天员送上太
空，完成了中国真正意义上有人参与的
空间飞行试验。2019年1月3日，嫦娥
四号成功登陆月球背面，传回世界第一
张近距离拍摄月背影像图。2020年6
月23日，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最后一颗组网卫星成功发射，完成全球
系统星座部署，这是“我国从航天大国
迈向航天强国的重要标志”。
探索浩瀚宇宙，发展航天事业，建

设航天强国，是中国不懈追求的航天
梦。经过几代航天人的接续奋斗，继
“两弹一星”后，中国航天事业又创造了
以载人航天、月球探测、卫星导航等为
代表的辉煌成就，走出了一条自力更
生、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积淀了深厚
博大的航天精神。
从“神五”到“神十一”
2003 年 10 月 15 日上

午9时整，中国自主研制的
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在酒泉
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
号 F 型运载火箭发射升
空。9时9分50秒，飞船准
确进入预定轨道，将中国首
位航天员杨利伟成功送上
太空。10月16日，神舟五
号载人飞船绕地球飞行14
圈后，按预定时间在内蒙古
主着陆场成功着陆，与理论
着陆点仅相差4.8公里，与
飞船一起平安回来的还有
中国航天第一人杨利伟。
短暂的21小时，创造了中
国历史上首次载人航天的
完美旅程。
11月 7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中央军委在人民大
会堂举行庆祝中国首次载
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大会。
2005 年 10 月 12 日，神舟再度飞

天，中华续写辉煌。9时9分52秒，中
国自主研制的神舟六号载人飞船，在酒
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后，准确进入
预定轨道。神舟六号载人飞船的飞行，
是中国第二次进行载人航天飞行，也是
中国第一次将两名航天员同时送上太
空。17日凌晨4时 33分，在经过115
小时32分钟的太空飞行，完成中国真
正意义上有人参与的空间科学实验后，
神舟六号载人飞船返回舱顺利着陆，航
天员费俊龙、聂海胜安全返回。
2008年9月27日16时41分00秒，

中国航天员翟志刚打开神舟七号载人飞
船轨道舱舱门，首度实施空间出舱活动，
实现了中国空间技术发展具有里程碑意
义的重大跨越，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上
第三个独立掌握空间出舱关键技术的国
家，茫茫太空第一次留下中国人的身影。
2012年 6月 18日、24日，神舟九

号载人飞船与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先
后成功进行自动交会对接和航天员手
控交会对接。
2016 年 10 月 17 日，神舟十一号

飞船发射升空，在轨飞行期间，2名航

天员在天宫二号与神舟十一号组合体
内开展了为期30天的驻留，完成一系列
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11 月 18 日
成功返回。

自1992年中国启动载人航天工程以
来，神舟飞船已经10余次出征。中国载
人航天事业一步一个脚印，走得坚定而从
容：从无人到多人，从舱内到舱外……这
是中国航天人的新高度，是中国航天事业
的新高度，是中华民族的新高度。

嫦娥奔月
从绕月探测工程正式立项，到“中国

第一幅月图”完美亮相，这项浩大的科技
工程仅仅经过了3年多时间。

2004年1月23日，国家正式批准了嫦
娥一号计划的实施方案。2007年10月24
日18时05分，随着一声令下，有“金手指”
之称的操作手皮水兵果断地按下红色“点
火”按钮。数秒钟之后，烈焰四起，声震山
谷，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如一条白色的巨
龙拔地而起，直冲云霄。起飞约10秒后，
火箭按程序转弯，向东南方向飞去，很快钻
入云层，隆隆巨响在天地间回荡。

18时24分，卫星成功入轨。11月5
日11时37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对
嫦娥一号卫星成功实施了第一次近月制
动，顺利完成第一次“太空刹车”动作。卫
星被月球捕获，进入环月轨道，成为中国
第一颗月球卫星。

11月26日，国家航天局正式公布嫦娥
一号传回的第一幅月面图像，这标志着中
国首次月球探测工程取得圆满成功。12月
11日，国家航天局向媒体发布信息，嫦娥一
号卫星CCD相机已对月球背面进行成像探
测，并获取了月球背面部分区域的影像图。

12 月 12 日上午，庆祝我国首次月
球探测工程圆满成功大会在北京人民
大会堂举行。

2009年3月1日16时13分10秒，嫦
娥一号卫星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科技
人员的精确控制下，准确受控撞击在月球
东经52.36度、南纬1.50度的月球丰富海区
域，为中国探月一期工程画上圆满的句号。

2013年12月14日，嫦娥
三号着陆月球虹湾区域。15
日，嫦娥三号着陆器和巡视器
“玉兔”号月球车互拍成像。
中国探月工程第二步战略目
标圆满完成，成为世界上第三
个拥有月球软着陆和巡视探
测技术的国家。

2019年1月3日10时26
分，嫦娥四号探测器成功自主
着陆在月球背面南极——艾
特肯盆地内的冯·卡门撞击坑
内，实现人类探测器首次月背
软着陆。嫦娥四号的成功着
陆，是人类又一个航天梦想的
成功“落地”。

3日11时40分，通过“鹊
桥”中继星的“牵线搭桥”，嫦
娥四号着陆器获取了月背影
像图并传回地面。这是人类
探测器在月球背面拍摄的第
一张图片。年近九旬的“两弹
一星”功勋科学家孙家栋院士

说：“这一刻，我们都是幸福的追梦人！”
“世界的北斗”
2007年 4月14日，中国成功发射第

一颗北斗二号导航卫星，正式开始独立自
主建设我国第二代卫星导航系统。

2017年11月5日，北斗三号第一、二
颗组网卫星以“一箭双星”方式成功发射，
标志着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全球组网的开
始。这是和美国全球定位系统（GPS）、俄
罗斯格洛纳斯系统、欧洲伽利略系统并列
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2018年12月27日，北斗三号基本系
统宣告建成，并开始提供全球服务。

2020年6月23日9时43分，我国在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
箭，成功发射北斗三号最后一颗全球组网
卫星，至此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星
座部署比原计划提前半年全面完成。

完成星座部署的北斗三号全球系统，
是我国迄今为止规模最大、覆盖范围最广、
服务性能最高、与百姓生活关联最紧密的
巨型复杂航天系统，也是我国第一个面向
全球提供公共服务的重大空间基础设施。
北斗三号全球系统星座部署完成，是我

国从航天大国迈向航天强国的重要标志。

推荐理由：本书依据“几代中国共产党人智慧的结
晶”的党的重要文献，每年以一件（组）珍稀文献（包括图
片）为引，100年选取100个（组）重大事件，全面反映党
的不懈奋斗史、理论探索史和自身建设史，着重讲述时
代英雄和普通人物的感人故事，点面结合，串联起中国
共产党100年奋斗历程，构成一部简明百年党史。

摘自《文献中的百年党史》，李颖著，学林出版社
2020年 11 月出版。

分享 读悦

原创科幻长篇《七国银河》由银
河奖、星云奖、冷湖奖三奖得主宝
树、阿缺联手创作完成，两位作者将
战国七雄设定于银河之中，让遥远
的过去在浩瀚的宇宙中重生。
纵观大多数作品的成书过程，往

往是由一位作家担纲完成，作品中亮
点与缺点并存。但宝树和阿缺采用
合著的形式，充分发挥各自所长，补
位对方的不足，使得《七国银河》成为
二人创作才华的集大成之作。本书
通过构建瑰丽的古风太空文明，书写
波谲云诡的王朝争霸，充分实现了科
幻本土化。
本书讲述秦王第九子赢戈兰因

为关涉一桩贵族命案，而被贬至边
远星系，却意外卷入了秦魏的大战
之中。作为一名无权无势的末位王
子，他在银河系里颠沛流离时，因缘
际会，不仅结识了魏国军官公孙千
阳、反奴隶制义军首领星狐和楚国
的至高圣女羋莎，还有了扭转秦魏
战局的法宝和一争帝位的实力，并
在漫漫银河里掀起滔天巨浪。
为了完成这部古风太空史诗，

宝树对真实的战国进行了细致地考
察，随即对历史进行了恢宏想象。
他根据战国七雄的真实历史特征，
设计了各国的科技树，并将其推向
了星际文明的高度。这既能增强
读者的代入感，又能给人以别样的
新奇体验，从而充分激发读者的想
象力。在本书自序中，宝树这样说
道：“本书融入了诸多华夏古老元
素，但具体内涵和形式相当自由，

并不一定和我们的历史相一致。”纵
览全书，不仅吸收了中华文明的诸多
元素，而且摆脱了沉重感，读者可以
轻松畅游其间。

本书的另一大特点还在于作家
讲述了一个惊险刺激的冒险故事。
而在冒险故事的创作上，阿缺可谓功
不可没。阿缺在中国科幻创作群体
中，以细腻的情绪和机器人题材见
长。所以本书的设定虽然沉郁厚重、
磅礴大气，但读来却让人感觉有情有
义，没有丝毫枯燥之感。
《七国银河》在创作之初就为游戏

改编埋下了伏笔。这部作品有着庞大
的本土世界观，科幻元素也足够丰富，
比如批量生产士兵的人造人工厂，夜风
吹拂就会发出光芒的原始森林，还有环
绕恒星修建的巨型城池等等，当这些充
满想象力的奇观纷纷视觉化时，中国科
幻游戏也将迎来一番新的景象。

中国科幻领军人物刘慈欣认为本
书“将太空和历史在更高的维度中融
合，科幻的疆域通向了神秘的无垠”。
中国著名作家马伯庸则非常感性地
说：“你无法分辨《七国银河》的类型，
因为早已沉溺其中。”而《长安十二时
辰》总制片人梁超则从科幻影视产业
的角度，高屋建瓴地评论：“宝树和阿
缺创造了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星
球大战》。”

《七国银河》，宝
树、阿缺著，人民文
学出版社2020年
12月出版。

书津报 架

《小于一》
【美】约瑟夫·布罗茨基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1年1月

本书是约瑟夫·布罗茨基的首部
散文集，以长文为主，夹以若干短文，
仅十八篇文章，篇篇精彩，再加上其
文体和“书体”的独特，遂形成一本完
美之书。这是一个伟大诗人的精神
自传，也是一部私人回忆录。布罗茨
基以创造性的诠释与解读，完成了他
对阿赫玛托娃、奥登等人的致敬，对
个人价值的有力捍卫，还有对独裁者
罪行的揭露和控诉。这样的控诉使
用的不是公共语言和措辞，而是站在
“一个诗人对一个帝国”的高度。而这
个高度，又源自他的一个信念：语言高
于一切，甚至是时间崇拜的对象，诗歌
则是语言的至高形式。

《此事无关风与月》
李清源著
作家出版社
2020年1月

本书是李清源首部精选小说
集。他的小说好看耐读，源于他丰
富的生活积累和不动声色却有痛
感的叙述功力。人生百态、现实镜
面在绵密的生活流中无缝交融，各
色人物在这交融中就不可能是单
一的，而是多侧面的复合体，这种
带着生活毛茸茸气息的各色人物，
折射出生存场中现实的纹理，汁液
饱满，真实灵动，具有不尽的言说
性，这是作家的追求，也是文学的
旨归。

《民法典知识竞赛1000题》
席志国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21年1月

民法典被喻为“社会生活的百
科全书”，是“人民权利的宣言书与
守护神”，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基本法”。历时66年，一部适
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
要求、真正属于中国人民的民法典
才得以问世。

本书遵照民法典的篇章结构，
通过1000个知识问答题，以苏格
拉底式对话模拟生活场景，讲述了
民法典中1000个与读者休戚相关
的民法知识。

《日本文化图典》
日本平凡社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21年1月

本书用图说话，以4000多幅
手绘图和简洁的说明文字，展现
了日本自古坟时代至昭和三十年
与生活文化相关的事物，涵括武
具、衣装、酒食、工商、游技等9大
类250多个专题。本书堪称日本
版的《天工开物》，以万物图鉴的
形式，带领读者认识日本的传统
器物、风俗文化，领略日本美学
的神髓。

书中没有生活哲学和美学等
抽象的大道理，但在生活器物的细
节之中呈现了人与自然共处的理
念，生活实践中处处蕴含着日本文
化的美学韵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