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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妞带你游大唐》
煜程国际著

陕西历史博物馆编、二乔先生绘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21年9月

《病人家属，请来一下》

王兴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1年9月

《冬与狮》，兰晓

龙著，人民文学出版

社2021年10月出版。

推荐理由：伍千里、伍万里、梅生、雷公、谈子为、余从戎、平河……本书以人物群像，

铭记志愿军战士的伟大牺牲，礼赞“可爱的人”。

狮子是不属于冬天的，但冬天的狮子依然是狮子。为了我们的和平，他们选择了牺

牲：以身体为炮弹，用肉身护国门。

一九五〇年，刚从硝烟滚滚的战场下来，连长伍千里带伍百里的骨灰回乡，又要火速归队，七连这次要跨过

鸭绿江出战。那是一片极寒的战场，衣衫单薄、装备简陋的中国军人将面对摧毁性的现代化海陆空立体攻击。

十八岁的弟弟伍万里尾随他登上了军列。

长津湖。“快冻死了，可还在追击”，目睹哥哥和战友们用人命推进出零距离、将肉身当作炮弹，万里体

验到弹尽粮绝、难以归家的刻骨绝望……他会经受怎样的灵魂洗礼？千里能带他“回家”吗？

黄彦博

致敬非凡奋斗的历史
朱亮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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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边的四季》

【日】冈部牧夫著

【日】高桥清绘

海峡书局

2021年9月

那些被遗忘的快乐
富英杰

本书沿着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重点抓
住若干重要事件、重要人物、重大历史节点，书写
了一部党和人民的奋斗史；以宏大叙事为主，也
不乏诸多细节描写，精雕细刻、小中见大，展现了
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不怕牺牲、勇于创造
的精神品质，明晰了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流砥柱、时代先锋这一重要定位。坚持史论结
合、史理结合、史实结合，系统梳理、高度凝练中
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重要规律和时代启示。

铿锵奋斗步伐：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

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

百年来，我们党不懈奋斗，走出了一条自己
的强党之路。《奋斗荣光》以“写在前面的话”“绪
论：以史为鉴，迎接新的世纪大考”“序章：中流砥
柱，时代先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共产党”
为开篇，宏阔概述“一部中国共产党历史，是英雄
画卷，是信仰丰碑，是精神宝库”。主体部分分列
八章：开天辟地，顶天立地；历经磨难，千锤百炼；
百炼成钢，苦难辉煌；本固邦宁，长治久安；改革
开放，战略崛起；与时俱进，艰辛开拓；求真务实，
励精图治；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系统梳理了从中
国共产党成立，直至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波澜
壮阔历程，连同第九章，用“九个必须始终坚持”，
凝练了千秋伟业，风华正茂，中国共产党的强党
之路的规律性认识。由此，整部著作既宏大叙
事、气象万千，又精雕细刻、小中见大，充分阐述
了我们党如何勇于自我革命，历经千锤百炼而朝
气蓬勃；始终保持“赶考”清醒，成为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流砥柱、时代先锋；饱经风霜、敢于斗
争，成为风雨来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的
根本缘由和深刻道理。

百年风雨兼程，百年伟大成就。一百年前，
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只有50多名党员，今天已经

成为拥有9500多万名党员、领导着14亿多人口
大国、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
党。中国共产党是跨越中华民族百年屈辱和百
年复兴的伟大领导力量，是领导中华民族站起
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中流砥柱。

抒发荣光豪情：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

民，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

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
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
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
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以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为人民谋幸福、为民
族谋复兴是历史逻辑、思想逻辑和实践逻辑的合
乎规律的水到渠成。《奋斗荣光》深刻阐释的“瑞
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中国制度的最早实
践”，“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重
要政治准备和组织准备”，“团结全党，团结国内
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
中国而奋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伟大的历
史转折”，“邓小平南方谈话，关键在党、关键在
人”，“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共产党”，“作出《关于加
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全面从严治党
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开展‘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等等，凸显宏大历史视野，将
党在关键时刻的关键抉择呈现在读者面前，启迪

人们深刻领悟“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流砥柱、时代先锋”。

重大宏阔叙事：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最好的学习，是向自己的奋斗历史学习

百年奋斗历史，由星光灿烂的重大事件、重要会
议、重要人物等重大历史节点串联起来；百年奋斗荣
光，在中国共产党的艰辛探索和实践创新中得以彰
显，也是本书系统梳理和集成的精妙表达。

唯物史观是我们共产党人认识把握历史的根本
方法。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党的历史，始终把握住
主题主线、主流本质，用客观真实的笔触书写党的发
展历史，是《奋斗荣光》体现的鲜明特点。基于最权威
的文献和史料，用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展开
党的奋斗篇章，体现作者长期的研究积累和扎实的学
术水平，随之深入注重“正本清源”的初心与匠心。无
论是当年的“战略家毛泽东”，还是当下的“七一勋章”
获得者，无论是无与伦比的长征，还是伟大建党精神，
既洒脱自如、浓墨重彩，又以小见大、娓娓道来，无不
浸润真挚炽热的描摹、细致严谨的刻画。

征途漫漫，唯有奋斗。致敬非凡奋斗的历史，
是向自己奋斗的历史学习。这是最好的学习方式
表达。正值全党蓬勃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之际，作者
以深耕党建领域独特专业视角和矢志奋斗精神，著
述了《奋斗荣光》，为读者们展现了一幅百年大党伟
大奋斗的荣光画卷。
（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副校长，上海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

聘研究员）

著名作家兰晓龙最新长篇小说《冬与狮》近期
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讲述“钢七连”在朝鲜战争
长津湖战役作战的故事。

伍千里、伍万里、梅生、谈子为、雷公、余从戎、
平河……《冬与狮》以人物群像，展现了长津湖战役
的残酷和伟大，演绎出生死系之的兄弟情、战友情、
家国情，以此致敬最可爱的人！

对长津湖战役的“明白”与“证明”

《冬与狮》故事的主要背景是朝鲜战争第二次
战役东线战场的长津湖一战。1950年秋冬之交，第
七穿插连所在的第九兵团原本驻扎在华东地区，被
紧急征召开赴朝鲜长津湖战场。因为白天有美军
不间断的空军侦察，为避免暴露，第九兵团战士在
将近零下40摄氏度的极寒中，昼伏夜行三周，隐蔽
接敌，完成对美军的分割包围。十万志愿军战士
发起总攻之前，美军毫无觉察……最终，我志愿军
靠着伟大的牺牲精神、战争智慧战胜了美军王牌
部队陆战一师。

本书通过对第七穿插连的描写，带着我们感受
这场战争中志愿军战士的伟大与不屈。

小说中七连连长伍千里、七连指导员梅生，他
们本来可以不属于这场战争的，但既然战争来了，
中国人民刚刚赢得的和平安定迎来了考验，他们便
义无反顾参加战斗，赶赴他们从未经历过的严寒
之地，去和远超出想象的飞机、坦克较量。七连长
伍千里是民族脊梁式的人物，既有英雄的胆识、指
挥若定的智慧，也有动人的担当。他和大哥打仗，
是为了弟弟一辈可以不用打仗，自己和梅生“尽力
而为，尽命而为”，是为了战争“离她们远远的”。
梅生对妻子、女儿有着深深的眷恋，他可能是七连
里最渴望“回家”的人，所以在七连打到五分之一
都不剩的时候，指导员也会怒吼，“我们只想带着
打烂了的船回家！每一个！每一条！”然而，在最

危难的时候，他也会用自己心爱的脚踏车拖着炸
药冲进硝烟中。

炮排长雷公是七连第17个兵，也是全连公认
的父亲一般的“雷爹”。长津湖的严寒，让七连仅
有的重型武器迫击炮冻得缩膛，炮弹装不进去，而
战况又极为吃紧，雷公怒吼着“打不出去炮弹，老
子们自己就是炮弹啊”，抄起军铲就去给战友挡子
弹，喊着七连的战斗口号“从我开死”，用肉身推进
到零距离……
“狮子是不属于冬天的，但冬天的狮子依然是

狮子。”七连的这群战士，就是以肉身守护国门的
狮子。在长津湖战场，他们靠着三八大盖抗击着美
军的飞机坦克，以薄薄的棉服对抗着零下40摄氏度
的严寒，“快冻死了，可还在追击”……这样的战争
需要明白，这样的牺牲需要证明，而《冬与狮》就是
这样的“明白”与“证明”。

“他真年轻。他们真年轻”

在《冬与狮》序言中，兰晓龙透露，自己的父亲
曾作为军医参加了朝鲜战争，但自己一直以来对于
朝鲜战争的真正意味却始终缺乏深入的了解。一
次偶然的机会，兰晓龙看到一位十八岁战士的照
片，“他托着个橘子（也许是糕点），憋着乐，有点懵
懂，生机盎然，有点跳脱”，而后被戳中，产生强烈的
创作欲。兰晓龙感叹，“他真年轻。他们真年轻”。
《冬与狮》就塑造了一个这样的十八九岁的少

年，伍万里。
伍万里本是顽劣少年，有点顽皮，有点懵懂，为

“长些出息”随二哥伍千里参了军。在奔赴朝鲜的
军列上，千里向万里讲连队的过往，览祖国的山河，
万里对家国的责任感被一点点唤醒。长津湖战场
上，中美双方火力差异悬殊，有打水漂绝技的万里，
意外地化身人肉版的迫击炮，屡屡出奇制胜。只
是，每一次他的跃起投掷，都要有战友用肉身为他

掩护、牺牲……在一次次的互助与牺牲中，在二哥千
里“我掩护你，我的命在你手上，你的命在我手上”的
托付声中，万里越发领悟了，流淌在二哥与战友们身
上的激情到底从何而来……

一个个像伍万里这样的年轻生命，为了家国，守
护着他们身后的那一片世界。

《士兵突击》前传：讲述“钢七连”的入朝作战故事

十五年前，兰晓龙编剧作品《士兵突击》开播，
剧中塑造的“钢七连”许三多、史今、高城、伍六一
等军人形象，以及“钢七连”的战歌“一声霹雳一把
剑，一群猛虎钢七连；钢铁的意志钢铁汉，铁血卫
国保家园……”，曾打动了无数观众，感人至深。

在许三多的入连仪式上，伍六一曾介绍过“钢七
连”的历史：
“抗美援朝时钢七连几乎全连阵亡被取消番号，

被全连人掩护的三名列兵却九死一生地归来。他们
带回一百零七名烈士的遗愿在这三个平均年龄十七
岁的年轻人身上重建钢七连！从此后钢七连就永远
和他们的烈士活在一起了！”

而《冬与狮》书写的，正是“钢七连”在朝鲜战场
的血战史！

在书中，七连第162名战士伍千里、第677名战
士伍万里、第135名战士梅生、第17名战士雷公、第
305名战士余从戎、第623名战士平河，以及七连在
战斗中遇到的亲密战友谈子为，将一一登场，“钢七
连”的战歌将在朝鲜长津湖战场上响起！“我带你们
回家”的主题也将再一次延续。

本书还随书附赠兰晓龙即将出版的新作《战
与祀》节选。《冬与狮》描写了长津湖战役，《战与
祀》则全景式地描写了朝鲜战争时中国人民在
从军事到外交等多条战线上的顽强与隐忍、不
屈与抗争，再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国际政治的
波诡云谲……

很多时候，成年人的快乐记忆都会停留
在小时候，工作的忙碌，生活的压力，有时让
我们喘不过气。不由自主地就会想起小时
候的快乐时光，让人印象深刻的往往是那份
纯真和对未来的无限遐想。《山的风 大牛日
记》中收录了作者李尧在家创作和生活时的
趣闻趣事，内容搞笑，充满想象，最重要的是
激起了记忆深处的那份童真。

作者用画面叙述着每天在家赶稿子的
状态，刚刚画好的稿子被外星人抢走了；这
几天窗外总有个老太太喊豆豆，这个叫豆
豆的孩子真不听话，却偶然得知豆豆是条
狗；买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最需要的笔
却忘记买了。作者是每日在家画画的职业
画手，每日在家潜心创作，用他自己的话
说，如果下楼，都会在小区楼下迷路，碰到
流浪狗都会想象自己和它的眼神交流。这
种感觉就好像是小时候，寒暑假在家做作
业，每天都会做很多无聊的事情，但是又很
有趣。快乐有时候离我们很近，只是缺少
发现它的眼睛。

这套漫画绘本不同于以往的绘本，除了
内容诙谐幽默，画风也十分熟练，带有强烈
的个人绘画特色，笔触流畅又不失洒脱，色
彩浓郁，又蕴含在色调之中，翻开绘本，令观
者无不感觉内心之畅快。本书共分为三册，
运用三种不同的黄色调作为封面的主基调，
令三本图书在色彩上有一个区分。精装的
同时，在书脊处又做“牛”的印章，三册设计
互为独立，又是一个整体，缺一不可。绘本
有时候不只是给小孩子看的，很多成年人在
阅读绘本的过程中也会对其中的故事和内
容产生联想和感叹，好的图书能够带给观者
更多的想象空间、记忆深处的某种印象以及
观看之后的回味无穷。

即便我们已经成长到不善于发现趣
事，打开这本书还是可以使人莞尔一笑，内
心充满温暖和希望。让我们重拾那些被遗
忘的快乐吧。

这套书是由陕西历史博物馆

官方出品的首套儿童科普绘本，系

列内包含四册：《跟着商队游丝路》

《会玩的唐朝人》《到长安来逛街》

《大明宫寻人记》，讲述了从陕西历

史博物馆盛唐气象馆“复活”的唐

代仕女国宝——唐妞，穿越回到唐

代长安，与小伙伴们一同开启唐风

之旅的奇幻故事。本系列将珍稀

国宝文物、历史趣事和人文知识融

合在一起，从陕西历史博物馆的藏

品特色和儿童阅读认知兴趣出发，

在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中展开大

唐盛世的画卷，展示中华文化的魅

力，激发儿童热爱历史，以史为鉴，

预见未来。提示儿童读者在感受

民族自豪感的同时继承和发扬民

族精神，再创中华文化的辉煌。

家人得了癌症，我该怎么办？

如何选择合适的医院和医生？如何

跟医生有效沟通？要不要告诉家人

他得癌症了？癌症病人饮食有哪些

禁忌？工薪阶层该如何有效应对癌

症带来的经济压力？什么时候该放

弃治疗？临终关怀该怎么做？

本书是一名临床经验丰富的

肿瘤科主治医生为癌症病人家属

写的书，作者通过一个个生动真实

的故事，以幽默诙谐而不乏温情的

叙述，解答了癌症病人及家属广泛

关注的困惑和问题：如何正确就

医？如何与医生交流？如何决定

合理的治疗方案，少走冤枉路、少

花冤枉钱？如何正确看待癌症？

怎样调整生活方式和心态？掌握

哪些护理技巧可以帮助患者减轻

痛苦、早日康复？如果大限来临，

应该做些什么准备？等等。

作者不仅分享了科学、系统的

医学指导意见，便于病患和家属查

询、借鉴，也揭示了很多“只有医生

知道”的行业内幕和医学从业者的

酸甜苦辣，富有亲和力和实用性，

增进了医患之间的沟通和理解。

本书以乡村路边作为描绘的

场景，具体描绘了春夏秋冬每一个

季节里路边的“小世界”——以远

处的农田、劳作的人们和玩耍的孩

童作为背景，画出在这一自然情境

里的野花、野草、树木、种植的农作

物及各种昆虫、鸟类等动物。全书

用跨页全景图和大幅折页图展现

完整的路边情景，以最接近自然的

方式，介绍了300多个物种，物种

知识丰富，让孩子在生活场景里了

解身边的动植物，感受自然的美丽

和到自然中来的乐趣。

力津报 荐
分享 读悦

大家 书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