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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理由：作者通过深入群众、深入实际、深入
生活、深入调查研究，从现实生活中发掘出来的先
进典型：有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铁人王进喜，
工人旗帜赵占魁，至死不忘周总理嘱托的农民科
学家吴吉昌，红旗渠的除险英雄任羊成，改革大潮
中的老支书阎建章……这些具有浓厚“人民群众味
道”的楷模身上，既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又有
共产党人的高尚境界，堪称共产党人的楷模、中国
的真正脊梁。时隔几十年，但书中的模范共产党
员仍然像金子一样熠熠发光。

《十个共产党员》，穆青著，河南大学出版社2021
年3月出版。

恶意深渊人性证明
成全

点亮尘烟中的一盏灯
木火山

《人性
回廊》，王
元著，百花
文 艺 出 版
社 2021 年
1月出版。

大家 书读

《走出
历 史 的 尘
烟》，李菁
著，团结出
版社 2021
年1月出版。

分享 读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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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津报 架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罗新在《历史学家的美德》一文中
写道：历史是对过去的讲述，无比巨
大、混沌一团的过去中被赋予了秩序
和意义并且被讲述出来的那很小很小
的一部分，才是我们所说的历史。
在这很小很小的一部分中，借由亲

历者或是至亲好友的口述而完成的故
事，成为走出混沌、探寻历史的一种方
式。然而有关口述的创作在今天已流
于泛滥。一旦泛滥，便失了标准。逐臭
猎奇者有之，夸张妄诞者有之，夹带私
货者有之，甚至凭空虚构也被当做一种
“创作”的手段。尘烟弥漫，慧眼难识。

正因为如此，团结出版社新近推
出李菁的《走出历史的尘烟》，意义不
仅仅在于对其十多年来执笔“口述”专
栏的汇展，同时还凭借作者高水准的
创作和《三联生活周刊》的品质保证，
为如何做好口述历史的文章，提供了
一种可资借鉴的标准。
如果要我在书中挑选一篇最能够

代表这种标准的篇目，首推当属李菁与
唐德刚先生的对谈。一位专注于“口
述”栏目的采访者，一位堪称华人口述
史大家的受访者，一中一西，一少一老，
围绕口述历史的创作展开对话。犹如
武林同门高手之间的切磋，没有虚与委
蛇，招招到位，处处精彩。唐先生传奇
性的经历，以及常年从事口述史的学术
锻炼，让他面对李菁点题式的提问，心

领神会侃侃而谈，谈及那些如雷贯耳的历
史人物时如数家珍，独家爆料信手拈来。
谈笑之间，灵光闪现，让读者看懂了他的
创作之道、与历史人物的相处之规，以及
对历史与现实的平衡把握。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这篇2005年
的访谈，在2009年迎来终章。听闻唐德
刚先生去世的消息，李菁以文作悼，详细记
述了当年赴美访问唐德刚先生的经历，让
读者再见唐先生“绅士+顽童”的鲜活形
象。这样两篇文章编在一起，前后对照，读
来唏嘘不已，既感慨岁月无情，同时又觉欣
慰，一次迟到的探访留下了如此宝贵的对
谈。大概只有跨越十多年的专栏文章集结
成册，才会有如此特别的阅读体验：让人看
得到时间在走、现实凝结成历史。

全书共“传奇”“历史”“名流”“行走”
四章，分类似有若无，很难说司徒雷登和
吴清源，谁是传奇谁是名流；也分不清王
鼎钧与周有光，谁更应该记入历史；而奥
兹与叶芝，谁又是行走中的收获呢？对
一位多年来选题眼光和创作水准一直在
线的作者来说，对其专栏作品进行分类
是个无解的难题。因为她的文章有种特
殊的、统一的、恒定的质感，无论是对谈
实录还是传奇再现，文中人物总是有着
鲜明的个性，同时又留有大时代的烙
印。每个人的出场，都好似点亮一盏灯，
照亮其所处的那个年代那个场景，让读
者距离历史更进一步。

混沌之中，谁能分得清一盏灯与另
一盏灯之间，光与光的区别呢？

在《走出历史的尘烟》之前，李菁还
出过一册专栏合集，名叫《走出历史的尘
烟》。书名一字之变，意思都是一样的。
就如李菁自己所说那样，当她与历史亲
历者面对面坐着，那些尘封的人和事，仿
佛抖落了身上的尘烟，突然“活”了过来。

对李菁来说，采访与写作的过程，就
是她走出历史尘烟的过程。而对你我这
样的读者而言，则是作者为我们在尘烟
中点亮的一盏又一盏灯。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
动员大会讲话中指出，在一百年的非
凡奋斗历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
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出了
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
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
我奉献的先进楷模，形成了一系列
伟大精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
的精神谱系，为我们立党、兴党、强
党提供了丰厚滋养。

欣闻原新华社社长、当代著名记
者穆青同志的大作《十个共产党员》
即将在河南出版，我写几句话表示敬
意和祝贺。我本人曾在新华社工作
12年，长时间在穆青同志领导下工
作，深受教益。穆青同志是从河南这
块热土走出去的中国新闻界的泰斗
和楷模，他以黄钟大吕般的新闻名
篇，记录了中国人民半个多世纪以来
的前进步伐，特别是记录了一批中国
共产党英模人物的光辉事迹，有力地
推动了时代进步，他的作品震撼着几
代人的心灵。

穆青同志青少年时代就读于革
命老区豫东杞县大同中学，这是一所
有红色基因的革命摇篮。在这里，他
阅读了大量的中外文学名著，积极参
加学生运动，并在本书所追记的“十
个共产党员”之一的梁雷老师启蒙引
导下，开始树立革命理想。随后，和
其他同学一起追随梁雷老师的足
迹，参加了八路军，开始了一生的新
闻宣传工作。在从事新闻工作 60
多年里，他不忘初心，锐意进取，足
迹遍及祖国的大江南北和世界各
地，撰写了多篇在我国新闻史上具
有里程碑意义的新闻佳作，为我国
新闻事业发展和新闻队伍建设作出
了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

穆青同志是喝着黄河水和延河水
成长起来的革命新闻工作者，从硝烟
弥漫的战争岁月到热浪奔腾的社会主
义建设时期，从拨乱反正的艰难历程
到大潮澎湃的改革开放时代，半个多
世纪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使穆青成为新
闻战线上德高望重的领导人、在广大
读者中享有崇高声誉的名记者。在
20世纪的新闻史上，许多新闻名篇是
与他的名字连在一起的：县委书记的
榜样焦裕禄，大庆铁人王进喜，工人的
旗帜赵占奎，不忘周总理嘱托的植棉
专家吴吉昌，植树模范潘从正，红旗渠
排险英雄任羊成……这一个又一个共
产党员的光辉形象，正是通过穆青和
他战友的笔，传播到一代又一代中国

人的心灵深处。
这本书虽然只写了十名共产党

员，但它反映的是整整一个时代、整整
一代人，他们是一百年来千万共产党
员的缩影和代表。这十位共产党员的
精神，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真
正的共产党员是什么样的人，在他们
身上可以找到明确的答案。

穆青同志笔下的这十位共产党
员，除了焦裕禄、郑永和是县级领导干
部，其他都是基层党员干部和普通工
人、农民。在穆青的新闻报道中，他总
是将镜头对准人民，书写和讴歌最广
大的劳动人民。穆青也因此被誉为
“人民记者”，他的新闻作品最大特色
就是具有鲜明的党性和人民性。当
年，在延安清凉山上，他便树立了一生
的信念：新闻工作何时何地都不能忘
记人民，要生活在人民中间，与人民同
呼吸、共命运。

黄河两岸，中原大地，历来是英雄
辈出的地方。本书中记述的十位优秀
共产党员，大部分都是勤奋英勇的河
南人。为了写好他们，穆青先后六访
兰考、五上红旗渠，四去宁陵、八进辉
县，他用汗水和泪水的书写，为我们诠
释了“勿忘人民”的深刻内涵。他总是
教育和鼓励年轻记者要多深入基层、
深入实际、反映人民群众的奋斗与牺
牲、欢乐与疾苦！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也是穆青同志诞辰100周年。本
书出版既是对建党百年的礼赞，也是
对穆青——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怀
念。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穆青笔下
的十位共产党员是楷模，穆青本人也
是我们党员干部特别是新闻工作者
学习的榜样。

穆青同志编撰这本书的初衷就是
想让大家看看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什么
样子；就是想集中展现共产党人的光
辉形象；就是想说明这些典型人物的
时代意义；就是想借他们的榜样力量
来鼓舞今天正在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而奋斗的人们的信心。

尽管书中十位共产党员事迹我曾
经读过，但温故而知新，再次阅读还是
令人心潮起伏、热泪盈眶。穆青同志
的文章感染力之所以这样强，是因为
他总是饱含真情在写作，是因为他和
党的事业紧密相连，是因为他和人民
的心息息相通，是因为他始终没有忘
记自己的初心和使命。要感动读者，
先感动自己。穆青同志崇高的精神境
界及高贵品格，生动地展示了他对共

产主义信念的坚定不移，以及对人民群
众发自内心深处的挚爱，对党的新闻事
业的无限忠诚。

1965年12月17日，在兰考县委的
会议室里，穆青第一次听到焦裕禄身边
的干部介绍焦书记的事迹。大家说着
哭着，会议室里哭声一片。穆青坐不住
了，他不停地掏出手帕擦眼泪。他走到
焦裕禄曾经坐过的因肝癌剧痛顶出窟
窿的藤椅前，久久无语。他和冯健、周
原冒着严寒，沿着焦裕禄走过的路，访
问焦裕禄看望过的农户，寻找焦裕禄的
事迹和精神。多少次，泪水模糊了他的
眼睛。穆青说，“不把这篇文章写好，对
不起焦裕禄同志，对不起老百姓。”
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到新
华社调研，在社史馆看到《县委书记的
榜样焦裕禄》的手稿，深情地说：“这是
真正的不朽之作！”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
天。今日的兰考，在习近平总书记的
关怀下，在河南率先摘掉了贫困县帽
子，正在实现小康和乡村振兴的新征
程中阔步前进。焦裕禄同志当年栽下
的小树苗，早已枝繁叶茂，长成了参天
大树。整个中原大地一派生机，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河南正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为契机，发
挥好华夏文明传承创新核心区的优
势，不断推出更多彰显中华辉煌灿烂
文化的优秀作品。

穆青同志钟爱郑板桥的一首画竹
诗：“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
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
情。”他说：“我喜欢这首诗，因为和我的
心思相通。你想想，封建时代一个县太
爷，还能关心民间疾苦，我们共产党员、
人民的记者，更应该时刻不脱离群众，一
字一句总关情啊！”

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穆
青一生根植人民，情系人民、服务人
民。战争年代他的脚冻僵了，房东大爷
用自己的胸膛暖热他一双脚。这双脚
走遍祖国大地，穆青走进了人民心中，
为人民赞美、为人民讴歌。“勿忘人民”
是他的坚定信念和毕生追求，也是他留
给后人的宝贵财富。穆青作品所体现
的豪迈、激情和力量，都源于他矢志不
渝坚守的座右铭“忽忘人民”。穆青等
老一辈新闻工作者的为民情怀和光辉
榜样，必将激励我们每一个党员干部和
新闻工作者，在新时代新阶段为夺取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
新胜利而奋勇前进。

小说最忌讳剧透，王元的《人性回
廊》却反其道而行，题目即透漏“玄
机”——要探究人性。小说直面“人到
底可以有多坏”这一沉重话题，围绕人
性之恶构思了一系列案件。作者绞尽
脑汁编织的那些惨无人道的血腥犯
罪，绝非为博读者眼球，真实世界的肮
脏更加超乎想象。反对暴力的作品难
免要赤裸裸地展示暴行，比如《人类清
除计划》；控诉战争的作品势必要呈现
枪林弹雨的战场，比如《拯救大兵瑞
恩》——描写残酷远比单纯地歌颂或
推崇更有说服力。
科幻小说极少触及人性最深处，并

非作者能力不及，多是兴致未至。相比
文明的兴衰存亡，人性的确显得微不足
道。再者，把灾难放大到关乎文明的尺
度，人性便成为相对单纯的一隅，便于
展开，三言两语方能道尽。可人类身处
的世界，终究没有一边吟唱一边抛洒二
向箔的歌者，也没有悬停在城市上空的
外星飞船，罪恶却实实在在地于周遭不
停上演。与其把目光投向遥远的星空，
何不回首思虑人间是否值得？
《人性回廊》披了件推理的外衣，

很难从本质上界定它的类型到底倾向
于科幻还是更接近推理。其实大可不
必在此问题上斤斤计较，权当是一种

类型融合。这在科幻作品中并不鲜见，只
是王元在书中对推理委以重任。这么做
既是故事发展的需要，也是他将长期思考
付诸实践的一次尝试。

电影领域的类型融合最具代表性，
当下已难见到单一类型的影片。类型融
合既丰富了故事，又照顾到不同群体的
受众，实乃大势所趋。创作者需要在某
一类型上钻研、吃透，使之成为看家本
领，同时又无法回避其他类型的冲击。
这也对创作者提出挑战：类型融合不是
简单的杂烩，否则非但不能讨好各个类
型的读者，反而“画虎类猫”，无人买账。

人类在空间探索上能走多远？在
艺术追求上能达至何等境界？人类社
会能存世多久？这是许多科幻作者乐
此不疲探究的问题，并试图通过作品各
抒己见。王元亦是如此，这部被文学评
论家徐晨亮老师评价为“人性极境科幻
探索”的《人性回廊》，即传递出他的解
题思路。

本套丛书同出于韩国新锐科普
漫画家金渡润之手。两本书以翔
实、确凿的生物史实，辅以近 1000
幅搞笑漫画，和读者一起重返恐龙、
昆虫世界，揭示恐龙、昆虫这两个大
家族如何由简单到复杂、由种类稀
少到人丁兴旺、由配角到主角的演
变过程。同时，作者还引入多位恐
龙、昆虫专家的研究成果，与我们一
起探讨关于恐龙、昆虫的诸多争议
话题，涵盖古生物学、动物学、遗传
学、生态学等诸多领域，堪称恐龙和
昆虫的知识盛宴。

本书是中国首部火箭军题材电视
剧《号手就位》的原著小说。
夏拙、欧阳俊、林安邦、易子梦四

名大学生，带着各自不同的目的，投身
军营，成为火箭军新兵。面对身怀各
式绝技、不同年份的“陈年老兵”，萌动
的新生力量与“越陈越香”的老兵产生
了不可避免的对抗。在梦想与现实极
大的落差和老兵的传帮带下，经历过
身体和精神的双重磨砺，他们用青春
逐渐读懂了“军人”二字，展现了“大国
底牌”的威严，最终成长为中国火箭军
“王牌号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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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不同于一般的职场励志书，
也不是技能提升手册，它是一本影响
你思想观念的图书。让你不再只甘于
作一个公司的“螺丝钉”，而是找到你喜
欢的行业、领域，找到自己的合作伙伴，
挖掘自身的潜能，从而通过成功的营销
打造自己的事业。作者作为当今“有趣
的经营者”提出做自己想做的事。做你
喜欢的事并且收获可观的报酬，才是新
一代的工作方式革命。作者作为当今
“有趣的经营者”提出做自己想做的
事。做你喜欢的事并且收获可观的报
酬，才是新一代的工作方式革命。

这是一本透过诗人人生来品读古
典诗歌之美的经典读本，囊括了10位
唐代优秀诗人的平生诸事。开心不开
心，有趣无趣，平凡抑或传奇。通过诗
人的人生经历，引出那些曾令我们热
血澎湃的不朽作品。
喜欢故事的会读出人世悲欢，沉

浮荣辱，得到一丝启迪；喜欢诗词的
会读出博大精深，浪漫唯美，收获精
神的愉悦。本书文笔优美、活泼、文
风契合当下年轻人阅读品位，对希
望了解诗人、了解历史和品读诗词
的青少年及国学爱好者来说是一本
非常适合在案头书桌阅读的传统文
化大众读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