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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忠报国
匠心筑梦
傅蓉

他们是传统加工业的锻造者， 为了实
现中国制造，精益求精；

他们是新兴制造业的探路者， 为了高
端精密制造，巧思妙想；

他们是军工行业的铸剑者， 为了打造
国之重器，默默坚守；

他们是航天领域的逐梦者， 为了实现
中国人的飞天梦想，孜孜以求；

他们是民间手工艺的琢玉者， 为了传
承传统手艺，精雕细琢。

他们有着各不相同的成长经历， 却有
一个共同的身份———共产党员， 有着共同
的职业荣誉———大国工匠。 他们在自己平
凡的岗位上默默奉献， 以匠人之心追求极
致，精忠报国，匠心筑梦。

《大国工匠》系列讲述高凤林、强木根、
林飞、黎长新、赵仁良、王福成、李国华等
100位在平凡岗位上孜孜以求， 把事情做
到最好、把技术做成艺术的“工匠”的感人
故事。这100位“工匠”来自军工、航天、民
间手工艺、传统加工业、新兴制造业等五个
领域，有着各不相同的成长经历，但是他们
有着一个共同的身份———共产党员。这
100位匠人只是我国千千万万名党员群体
的代表， 他们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奉
献，以匠人之心追求极致，精忠报国，匠心
筑梦。

（《大国工匠》 李琼等著 湖南电子音
像出版社 ）

铭记我们的
“追梦英雄”

傅蓉

《榜样———双百人物英雄故事》以动漫
的形式再现新中国成立前后作出突出贡献
的英雄模范人物的事迹。 这些英雄人物包
括：留下一首爱国主义的千古绝唱《可爱的
中国》的方志敏；百战百胜的回民司令马本
斋；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张思德； 创作
《七子之歌》以警示国人的闻一多；“生的伟
大、死的光荣”的刘胡兰；智取威虎山的杨
子荣；舍身推战马、勇救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的欧阳海；草原英雄小姐妹；“党的好干部、
人民的好公仆” 焦裕禄；“拼命也要拿下大
庆油田”的“铁人”王进喜……

《榜样》中选取的英雄人物，既有为民
族解放事业顽强奋战、 为国捐躯的革命先
烈， 也有为新中国作出重大贡献的模范人
物。全片以最适合青少年理解的动漫形式，
真切地再现英雄们可歌可泣的先进事迹，
这一串串闪光的名字，虽然年代不同，事迹
也不一样，但他们是我们民族的脊梁、时代
的先锋、祖国的骄傲，是“中国梦”的追梦英
雄，他们是我们民族的脊梁、时代的先锋，
是爱国主义教育最直接、生动的教材。

（《榜样———双百人物英雄故事》 湖南
电子音像出版社）

苏日娜

“我不知道我哪一世来过这个世界。但是，无论过去多
少年，我都能依稀记得我在这个世上留下的痕迹。它们被一
种深沉的情感浓缩成血脉，渗透到我的生命，并随着她的鲜
活与凋零，在这个世上盈盈浮动……”

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背负着必须去完成的使命。
但唯有信仰，让渺小的生命拥有超越时代的特殊意义。

著名军旅作者周建的长篇小说《苏北往事》，述写了民
国初期，大动乱的社会，外族入侵，国人尤其是底层民众精
神的觉醒，展现他们在民族存亡、家园即失的危难之际，在
自我灵魂的博弈中建立信仰的过程。 小说特别表现了中国
共产党建党之初十几年的历史， 人民大众对中国共产党逐
渐认识、接受并拥护，因而直接参与了中共领导的反军阀、
坚持抗日的伟大斗争。 这是一部描写中国底层大众精神的
成长史，也是一曲荡气回肠的信仰之歌。

小说以苏北小镇吴家集为中心、主人公张如金（小名纳
福）的成长为主线，突出表现了民众由不问国事到投入抗战
的历史转变， 可以说是一幅20世纪上半叶中国底层社会发
展编年史。 小说也对那个动荡社会中国底层大众的生存现
状和精神世界进行了深刻而客观的剖析， 写出了中国文坛
少见的反映苏北平原底层大众生活之史诗。

早年的吴家集是个典型的传统乡村封闭社会， 民风淳
朴，耕读文化盛行，乡民们尊重读书人。前翰林吴家等大户
是村里的自治核心，有事大家开会商量，穷富之间的关系并
不紧张，富人还接济帮助穷困户。除了与县城和商业发达的
马坝镇、小河街等地有些经济联系以外，外面的影响很难渗
透进来。 然而随着时代变迁， 外部世界的浊流渐渐侵入纯
洁的乡村，吴家集的社会风气发生了变化。乡村的混乱映衬
着社会的动乱， 村民的堕落丈量着民族的堕落。 这时日本
军队乘虚而入，占领东北，攻打上海，入侵华北。在民族危亡
的紧急关头，吴家集的村民们也醒转过来，他们中的优秀分
子分别加入共产党，走上抗日救亡的第一线。

《苏北往事》是表现近代中国历史的现实主义佳作，是
一幅20世纪上半叶中国乡村的风俗画。作者熟悉生活，有丰
富的积累，为了本作品的创作，从20世纪90年代末便开始搜
集素材，多次去苏北农村体验生活，历时近20年。更难得的
是，作者有很强的艺术感受能力，能敏锐地发现和抓住生活
中的吉光片羽，用准确而又流畅老道的文字表述出来，构成
一幅真实、生动，色彩丰富、意蕴深厚的“清明上河图”。

（《苏北往事》 周建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杜作波 田方斌

湖南人秉持“敢为人先”的精神，近代以来革命英雄人
物辈出，谭嗣同、黄兴、毛泽东、刘少奇……这些近现代史上
响当当的名字都来自湖南。作为一家美术出版社，湖南美术
出版社历来重视用连环画这一较为轻松直接的形式表现革
命人物故事，出版过连环画《戊戌喋血记》《辛亥风云录》等，
获得很多读者的喜爱。

今年恰逢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 为了让生活在今天
的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能了解90多年前的历史， 了解90
多年前的同龄人，如何为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而奋斗，我们
开始了《为有牺牲多壮志———革命先烈连环画读本》的编辑
工作。

李大钊、蔡和森、郭亮、夏明翰、向警予都是中国共产党
早期杰出的理论家、革命家、活动家，是中国无数革命先烈
中的杰出代表，是时代楷模、人民英模。我们选取这五位革
命先驱的英雄事迹，以连环画的表现形式，通过人物简介、
故事导读以及正文故事，介绍五位革命先驱的人生历程，传
颂他们的革命精神。这五位革命先烈，集中体现了早期共产
党人的优秀品质。

一是努力进步、爱国为民的自觉。面对帝国主义、封建
势力和军阀势力统治的中国， 他们敏锐地认识到共产主义
才是解救中国的正确道路，并为此孜孜不倦地学习和宣传。

二是将理论与实践结合。面对外来的共产主义，他们积
极探索与中国实践结合的道路，用共产主义指导工人运动、
农民运动、妇女运动及武装斗争，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
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三是始终坚持正确的革命方向。革命的起步总是艰难，
早期革命者常常遭遇挫折和迷失， 但他们都能坚持正确的
革命方向，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主张武装反抗
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并付诸行动。

四是舍小家为大家、舍身为国的大无畏精神。他们不顾
个人安危，有的带病坚持工作，有的身处牢狱依然宣传共产
主义，最后都英勇牺牲。

五是坚定不移的信仰。他们至死不渝地信仰共产主义、
宣传共产主义。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他们立场坚定，即使
是面对死亡的威胁，也坚信共产主义必胜。

革命先烈留给我们的丰厚政治遗产和丰沛的精神财
富，是激励我们干事创业、奋勇前进的精神动力。

（《为有牺牲多壮志———革命先烈连环画读本》 湖南美
术出版社出版）

何建明

读铁流、纪红建的长篇报告文学《见
证———中国乡村红色群落传奇》，立即叫
人想起毛泽东说过的话：“我们共产党
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
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
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于我们的人民而
言，共产党人就是革命的种子。在战争年
代，共产党人的“种子”作用，就是点燃革
命火焰， 去组织和动员人民群众参与消
灭敌人的战斗，直至全中国解放。

过去，我们一写共产党人的形象，一
写战争， 往往就是那些战斗在战场上的
英雄， 往往就是那些指挥千军万马的领
袖和将帅， 很少写到那些生活和战斗在
人民中间的普通共产党人。《见证———中
国乡村红色群落传奇》 可以说是在这方
面的一个重要弥补， 是对中共历史和共
产党人形象的全新展示。 因为它重重地
补上了基层共产党人的那份像泰山一样
重的历史性贡献。

地处沂蒙革命老区的山东莒县和周
边县，都是名不经传的小县，却是红色种
子盛开异常鲜艳的地方。中共一大代表、
常被毛泽东念及的革命先烈王尽美就诞
生于这片热土。 莒县北杏村的宋寿田因
为认识了王尽美，走上了革命道路，宋寿
田又把妻子和年方9岁的弟弟宋延平（即
后来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宋平同
志）带到革命队伍。1938年宋寿田不幸被
敌逮捕，最后牺牲。其妻子和弟弟踏着他
的血迹继续前进。 另外两位同族同乡农
民宋延琴和葛醒家则受王尽美的影响与
引路，在南昌起义失败之后，冒死回到家
乡莒县大罗庄村，在一间农舍里，点燃油
灯， 带着5个同村农民在党旗下举起右
手，庄严宣誓……

革命的火种就是这样一人传一村，
一村传一乡，一乡传全县。

抗日战争烽火正烈的1938年， 热血
青年马骅回到老家吕家崮西村， 与大哥
马跃嵛拉起了一支抗日游击队,参军的农
民数百人， 成为远近闻名、 威震敌胆的
“马营”部队。这时，马骅接受党的培养成
为一名共产党员。 他积极串联队伍里的
进步官兵，使“马营”成功起义，编入八路
军莒县独立团。起义后的“马营”转战南
北， 建立了卓著功勋。 一些留在当地的
“马营”中的老党员，则在家乡的土地上，

重新播种，重新耕耘，使革
命火焰越烧越旺、涌现出了
一批丰碑式的人物。

在战争年代，有个村庄
叫前山头渊村，是当地有名
的“红色村”“堡垒村”，因为
这个村一直有几十位党员
支撑着这块天地，无论是日
本鬼子的“三光政策”还是
后来国民党反动派的枪炮
怎么劈头盖脸，前山头渊村
的人没有软过骨头，先后有
146名青年当兵参战， 十余
名有志青年英勇捐躯。在这
个小山村，还有一个叫小东

岭的自然村，当年只有三户半人家。抗日
战争时，小东岭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成
为八路军信息传达的枢纽。 日本鬼子和
汉奸千方百计想拔掉小东岭这根“眼中
刺”，但始终不能成功，原因只有一个：这
小小的山岭上的三户半人家中， 先后有
18位共产党员以自己的生命和信仰铸锻
了这方铜墙铁壁。

1943年， 老实巴交的模山村农家妇
女崔立芬刚生下大女儿， 县上一位领导
干部找到她， 将一个小婴儿托付给了崔
立芬。 她在抚养革命后代的日子里也单
线入了党。为了那位“革命后代”，她自己
的女儿却因为没有奶水喝而夭折了。新
中国成立后，崔立芬因为“无法证实入党
手续”只能当个在组织名册上的“事实党
员”。“因为介绍我入党的同志都牺牲了，
俺只有自己知道自己是党员。 能不能过
组织生活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做党员的
事。”

掩卷《见证———中国乡村红色群落
传奇》， 我的眼前仿佛看到一群这样的
人：他们的衣着、他们的脸庞，甚至弯驮
的后背， 与所有的庄稼人没有两样，但
是，当需要送出自己家中最后一粒粮、送
走最后一个儿女，甚至需要牺牲生命时，
他们义无反顾地走在了别人前面。 他们
就是这样的人，生活在基层，过着最普通
百姓的生活， 但是他们有与众不同的信
仰，有与众不同的力量。因为他们永远铭
记着自己有一个特殊的身份： 中国共产
党党员，人民中间的革命种子。

铁流、 纪红建是两位优秀的青年报
告文学作家，他们选择这样的一个题材，
具有十分重要和深刻的现实意义。 当今
农村和基层单位的党组织里， 有的人虽
为共产党员， 其实他们已经忘却了自己
有这样一个崇高的身份。 让这些人捧着
党章，读一读沂蒙革命老区马骅、崔立芬
这样的共产党人的事迹， 我想必定是一
堂好党课，一支强心剂。

在共产党员称号面前， 我们都应当
牢记这样一句话：你本是一颗红色种子，
你就该永远保持种子的本色。 革命种子
的本色是什么？无私、坦荡、奉献、清廉、
勇敢，以及不求回报、服务他人……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
处书记、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 《见
证———中国乡村红色群落传奇 》 铁流 、
纪红建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中国共产党
思想政治教育史》
何一成 湖南大学出版社

本书试图通过对中国共产党
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历程的阐述，总
结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的历
史经验和教训，揭示中国共产党思
想政治教育的发展规律，并结合实
际解读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些重要
原理，以为探讨和解决当今思想政
治教育的问题提供某些参考。

读有所得

唯有信仰，
让渺小的生命
超越时代

编辑手记

为有牺牲
多壮志

特别推荐

种子的本色
———读报告文学 《见证———中国乡村红色群落传奇》

微
书
评

走马观书

《中国共产党
创立之路》

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写
上海人民出版社

本书以北京、上海、长沙、武
汉 、济南 、广州 、天津等地及法
国、日本等国共约300幅图片，系
统串联了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
的重要遗址，大体勾勒了从 “五
四”运动至中共一大召开期间中
国共产党的创立历程。

《我的父亲焦裕禄》
焦守云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本书由焦裕禄女儿所著， 是目
前为止其子女写的唯一一部关于焦
裕禄的著作。 全书以女儿的视角回
望父亲的一生， 资料来源于焦裕禄
的档案材料 、 亲笔自传和家人、同
事、群众的回忆。书中 ，焦裕禄不仅
是优秀的县委书记、人民的好公仆，
也是从旧社会走出来的贫困山村青
年、多才多艺勤奋好学的国企员工，
更是一个热爱生活、 严肃而可亲可
敬的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