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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津报 荐

推荐理由：1949年11月，“二战”著名的
战地记者西蒙诺夫来到中国。他对以少胜多
的淮海战役感到惊奇，特地提出要到其主战场
徐州进行实地考察。当听说还有543万民工为
解放军织起了一条条强大的补给线时，他大为
感叹:“这是人类战争史的一个伟大的奇迹，是
真正的人民战争！”陈毅元帅说:“我就是躺在棺
材里也忘不了沂蒙山人。他们用小米供养了
革命，用小车把革命推过了长江。”
本书全景式地呈现了革命年代尤其是抗

日和解放战争时期人民群众踊跃支前的动人
场面，很多史料、情节和场面都是首次披露。

对于中国革命的文学书写，作
家们一直在做各种探索和努力，这
些年来，时常有各类作品涌现，长篇
报告文学《靠山》就是其中的优秀之
作。近期出版的这部作品，是献给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一份文
化厚礼。洋洋洒洒近五十万言的作
品，再次把我们带到历史的深处，生
动呈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
队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深
刻彰显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
民的博大内涵。

《靠山》的作者铁流，现任山东
作协副主席，在长期的文学实践
中，他钟情于报告文学，笔尖游走
于历史与现实的两端，著有《国家
记忆——一本共产党宣言的中国
传奇》《中国民办教育调查》《一个村
庄的抗战血书》多部作品，并获得过
鲁迅文学奖等众多文学奖项。

过去反映人民群众支前的类似
作品，大都是取一个横截面，而《靠
山》以全景式、立体式的宏阔图景，
饱含深情地描绘革命年代尤其是抗
日和解放战争时期人民群众踊跃支
前的动人故事。坦率地讲，创作这
类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稍有不慎
就会成为各类素材的堆砌，或者成
为口号式空洞的说教。对于报告文
学写作经验丰富的铁流而言，对此
他无疑是心怀警惕的。铁流毕竟是
作家，报告文学的书写在风起云涌
战争年代这一视角下，他清楚人物
塑造、细节展现的重要性。除此之
外，这部作品还引用了很多那个年
代的歌谣，呈现了多地各异的风土
人情，从各个角度关照现实和人物
命运。他本着写得“好看接地气”的
原则，努力让非虚构的文字具有文
学的吸引力和审美性。

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的关系，
就是鱼儿和水的关系，相互谁也离
不开谁。在中国革命史上，两者之
间留下的感人故事，可以说讲不完
也写不完。伴随着时间的流逝，军
民鱼水情的故事必须进行搜集、整
理，因为记住昨天走过的路，才能稳
健地走好今天和明天的路。

《靠山》中，铁流将最具温情的
文字和篇幅，留给了积极参与支前

工作的女性们。这些女性在中国革
命史上是真正的无名英雄，这些伟大
的女性，是送儿子抗敌的母亲，是出
生后很少见到父亲的女儿，是无数前
线战士的姐妹，也可能是等待丈夫归
家的妻子，而同时，她们也用自己的
双手，在最大程度上保障了前线战士
们的供给。

作品中，很多无畏的女性书写，给
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如哑巴农妇明德
英为了受伤的抗日战士有一口水喝，
她解开衣扣奉献自己的乳汁；日军扫
荡沂蒙山时，崔立芬果断收养八路军
夫妇刚出生的孩子，而自己的孩子却
活生生的饿死；孟良崮战役中，32名
女性为冲锋的战士们，用柔弱的身躯
在水中架设起浮桥；淮海战役中，18
岁的朱永兰带领600多人的独轮车
行走在漫天风雪的支前途中，即便遍
体鳞伤也不言后悔……这样的感人
故事在书中，还有很多很多。在中国
革命的每一个时期每一个阶段，都可
以看到女性的身影，她们是中国革命
的参与者，也是贡献者。阅读此书，
笔者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广大的人民
群众，才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最有力
的靠山。

虚构的东西，远远没有现实生活
精彩。报告文学的写作和小说有着很
大的不同。报告文学涉及到的人物、
事件都是真实的，真实性是报告文学
的本质特征，然而报告文学又不能止
步于真实，还需具备文学的生动性、思
想性和可读性。而小说的写作从内容
到形式，都要自由得多。为了写出优
质的报告文学作品，铁流是花了一些

“笨功夫”的，同时他也是那种具有使
命感的作家，早在2007年，他就意识
到自己有责任去“打捞”这些故事，并
且要用非虚构的文学笔法，进行最大
可能的还原真实。为此，他为创作《靠
山》，前后花了14年，足迹遍布山东、
湖南、河南、河北、江西、陕北、江苏等
地，对上世纪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
支前活动的亲历者及其后人进行了
走访，记录笔记上千万字，搜集资料
数亿字，并查阅各类文献，形成庞大
内容储备。在书中，上百个详细的支
援前线故事，涉及到上千位来源真实
的人物形象，都是扎实采访的结晶。
这部报告文学，几乎浓缩了1921年
至 1949 年间完整的人民群众支前
史，这次革命主题的报告文学写作，
是并不多见的。

阅读《靠山》，带给笔者四个方面
的启示，其一是从文学主题方面看，革
命战争年代各种动人故事，就是一座
文学的富矿，需要作家们从不同维度、
不同视角进行多样化的书写，无论是
现在还是未来，革命战争题材的文学
作品依然具有蓬勃的生命力；其二是
从写作态度方面看，作家们要写出有
深度、有厚度、有温度的作品，必须扎
根生活，在广阔的天地里向生活学习、
拜人民为师，从铁流的作品中不难看
出，深受老作家柳青的影响；其三是从
表达内容看，无论是小说也好，报告文
学也罢，文学必须塑造鲜活的人物，人
物带动故事，故事反过来宣扬人性的
真善美；其四是从文学的教育功能看，
文学从本质上讲就具有文以载道的作
用，文学作品虽然不直接进行思想说
教，然而不能起到教育人、引导人的作
品，就不能说是好作品，这样的作品不
能和时代同频共振。

总体上讲，本书是革命战争年代人
民群众与中国共产党生死与共、水乳交
融的生动写照，用这些故事重温中国共
产党百年奋斗史，既是重要的时代表
达，也能让我们在感动中找到精神之
源，继续砥砺前行。

●

●

●

《财富》500强排名显示，在过去
的10年中，排名完全改变了，排名
前五的公司都是全新的100%数字化
的公司。这些公司不持有有形资
产，却比其他公司更有实力。是什
么让他们如此强大？今天，在数字
化转型浪潮影响下，数字技术已经
无处不在，各行各业都在经历数字
化转型，大批企业因此消亡，大批企
业却趁势逆袭。许多传统企业都在
学习谷歌、脸书和亚马逊的经验，试
图实现同样的创新水平。然而，这
些巨头又犯了哪些错误？本书基于
此背景进行了一系列精彩的陈述。

本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一些
关键问题进行了系统性的总结，包
括独角兽企业相较犀牛企业的8个
优势、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7个陷
阱、不同类型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
的3个策略等内容。本书同时结合
了数字化实践的典型案例，对企业
管理者重塑转型认知、指导转型落
地大有裨益。

《从犀牛到独角兽：传统优势
企业如何实现数字化转型》

【俄】维克多·奥洛夫斯基
【俄】弗拉基米尔·科罗夫金著

中译出版社
2021年7月

乾隆帝25岁登基，在位60年。
乾隆三十年，是康乾盛世中的稳定
升平期。这一年，乾隆帝55岁，政治
生命如日中天。

作为一统华夏的帝王，他的理
想是维护国语骑射的民族传统，同
时又希望人们视他为仁慈的文殊
菩萨，以及儒家正统文化统治者的
完美代表。

乾隆三十年正月初八日，京
师。这一天上演着丰富而复杂的政
治场景。紫禁城内的清廷祭祀、君
臣茶宴联诗，民间的祭星仪式，以及
道教的庙会，共同映照出一幅多种
文化并融并存的盛世之景。

历史学者又该如何从乾隆帝的
十二时辰中，拆解乾隆帝的多面
性？这盛世之下，又有哪些隐忧？
不妨带着问题，翻阅本书。

高大威猛的暴龙是捕猎高手还是
尸体清道夫？三角龙为什么被作者戏
谑地称为“三角猪”？背部长满骨板的
剑龙是怎样繁衍后代的？鸟类是从恐
龙进化而来的吗？有证据吗？比利时
自然历史博物馆中的禽龙为什么是两
腿站立，拖着尾巴的？有关恐龙的一
切，本书都会告诉你。

本书作者集“生物怪才”“绘画圣
手”于一体，综合了多个前沿科研成
果及50多个关于恐龙的争议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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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龙世界：分辨恐龙的骨骼，感受恐
龙的温度，看清恐龙的颜色，了解恐
龙的繁衍，为读者打开了一扇通向
中生代的大门。

《乾隆十二时辰》
吴十洲著

中华书局
2021年1月

《漫画生命史：恐龙帝国》

【韩】金渡润著
接力出版社
2021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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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爱幽兰异众芳

“政源于正，财源于才，智源于知”。
作为一部涵盖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命
题的智慧之书，《地球村哲思》守正出奇，
结构、视角、理念推陈出新。

结构新：成长、成熟、成功
成长与成功的理念往往相反，恰恰

又不无道理。本书将传统国学一分为
三，系统地阐述了人生成长、成熟、成功
三部曲：

成长——运动员——追利逐名——
三行而后思——只做事不做人——儒家
入世的进取；

成熟——教练员——有利有名——
三思而后行——既做事又做人——佛家
出世的奉献；

成功——裁判员——淡利泊名——
随思而随行——不做事只做人——道家
适世的从容。

书中告诫人们成长：学有度，思无界，
行有疆；引导人们成熟：躬有节，韧无度，
癫有边；启示人们成功：才有恒，德无量，
胸有襟。

本书从文化走向化文，从心灵走向灵
心，旨在使成长型群体明白：让我们的脚
步等等我们的心灵；使成熟型群体明白：
让我们的心灵跟上时代的脚步。

理念新：优秀的都是简单的
本书是作者45年思索、践行、创新的

结晶，是汗水、泪水、血水凝结的心雨、心
血、心路。

“传统国学需要传承三分之一，创新
三分之一，创造三分之一。”

从《新论语》到《地球村哲思》，坚持与
时并进，对传统国学传承、创新、创造，兼
具儒雅之体、佛仁之心、道和之骨，被媒体
誉为新时代背景下的新国学。

“优秀的都是简单的，不等于简单
的都是优秀的”“伟大都是熬出来的，
不等于熬的人都能伟大”“人不能把钱
带进棺材，钱却能把人带进棺材”“心
态决定状态，眼界决定境界，胸怀决定
格局”……

视角新：理解别人的不理解
《地球村哲思》既有常规思维，更有逆

向思维、创新思维、创造思维。
从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到当局者清旁

观者迷。主张传承和创新中庸之道，并将
它运用到做事做人的全过程。“没有做事
的柔韧、圆通，何谈做人的方毅、刚勇；没
有做事无私也有畏，何谈做人无私则无
畏”?“稻子熟了就低头了”。这就叫“躬而
不韧则弱，韧而不癫则脆”。

从理解别人，到理解别人的不理解。
本书倡导“君子记恩不记仇”，强调“不仅
要最大限度地理解别人，还要最大限度地
理解别人对我们的不理解”。做到“委屈
中平衡，妥协中前行，虚怀中充实，放弃中
收获，谦卑中完善”。这就叫“才而无德则
痞，德而无胸则庸”。

本书以全球视野昭示人们，从知识
走向智慧，从爱拼走向会拼，从背会走向
体会。

文艺作品让党史教育更有温度
刘雅文

随着时代变迁，越来越丰富的
媒介和艺术形式出现在人们生活
中。这种碰撞和交汇，无不深刻影
响经典再创造。今年是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全国各地都在积极
开展党史学习。有人觉得党史遥不
可及，不容易去理解，其实党史就在
我们身边。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
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
个时代的风气。为了铭刻波澜壮阔
的百年征程、传承历久弥坚的百年
初心，中国音乐家协会、人民音乐出
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共同编辑出
版了《中国共产党历史歌典——歌
声中的百年风华》。这既是以音乐
方式开展当时学习教育的一种有益
探索，也是一次催人奋进的音乐洗
礼，坚定信仰信念、增强自信自觉。

《中国共产党历史歌典——歌
声中的百年风华》严格遵循了中国
共产党百年辉煌历程，内容紧密结
合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
改革与复兴的成功实践。全书分为
十乐章，每章的标题命名手法和音
乐充分融合，阅读起来，有让人耳目

一新的感觉。通过“开天辟地”“洪流
滚滚”“星火燎原”“万水千山”“中流砥
柱”“解放战争”“改天换地”“奋发图
强”“改革开放”和“走向复兴”等十章
收录了166首反映百年历程中重大历
史时刻、重要历史人物的经典歌曲。
每首歌曲由乐谱片段、歌曲赏析、党史
关键词与照片等内容沟通，这在很大
程度上大大提高了读者的阅读兴趣，
同时能在阅读中发现音乐的美妙，在
音乐中学习党史，充分将两个领域的
创作结合，无论在哪一个领域的创作
中，都能达到悦人之感。

这本书在创作过程中，从不同角
度抒发了人民对党的热爱，展现了广
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意气风发，
追求美好生活的精神风貌，见证了党
和人民血肉相连的真挚情感，艺术地
呈现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历史。这不
仅具有较高的普及意义与学术价值，
更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
同时在歌曲中能找到历史回忆和一些
生活记忆。比如在第九乐章“改革开
放”中有一首歌曲，中华儿女的骄傲与
自豪——《我和你》和《超越梦想》，这
也唤醒了很多人的记忆。这部分书中

给到的党史关键词是北京奥运会。回
想从2001年到 2008年奥运会开幕
前，中国政府坚持贯彻“绿色奥运、科
技奥运、人文奥运”的理念，依靠广大
人民群众，坚持开展国际交流合作，为
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的成功举办提供
了坚强保障——当开幕式在2008年
8月8日呈现在世界面前的时候，我们
中华儿女的骄傲与自豪在那一刻迸
发。百年期盼，一朝梦圆。在文字结
束处，书中巧妙地穿插了珍贵的照片，
这更能激起读者阅读的兴趣和对党领
导人民的成功的自豪。

创新文艺形式，总能汲取奋进力
量。丰富文艺创作，讴歌百年伟
业。将歌曲这样的元素融入党史学
习教育，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
形式，提升党史学习教育的感染力，
让党史学习教育在寓教于乐中真正
入心，在阅读过程中能深切感悟到
党的光辉历程和伟大贡献，引导广
大干部群众坚定永远跟党走、奋进
新时代的理想信念，同时，在新的时
代语境中汲取文艺经典提供的智
慧，大力弘扬中华文艺精神，以更大
的勇气直面社会转型期多样生活经

验，以更充沛的创造力赋予经典形
象以新的话语和色彩。

百年风华，青春正长。一百年的
岁月到底有多长？它可以开天辟地、
改天换地、翻天覆地、惊天动地。一百
年的时光有多短暂？它可以用七个音
符颂唱，可以用七个音符典藏。本书
的策划与出版，是对中国音乐发展的
一次特别的总结，“坚定不移地在艺术
实践中跟党走，谱写出无愧于祖国和
人民、无愧于伟大时代的最强音。”本
书序言这样写道。

《中国共产党历史歌典——歌
声中的百年风华》，中国音乐家协
会、人民音乐出版社、中共党史出
版社编著，人民音乐出版社、中共
党史出版社2021年6月出版。

军民鱼水情的文学书写
陈华文

大家 书读

《
靠
山
》
，
铁
流
著
，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青
岛
出
版
社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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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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