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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时代足音，书写壮丽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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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壮丽 70年，奋斗新时代”，一批主题出版物将集中亮相 2019上海书展

本报记者 许旸

今年恰逢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今天开幕
的 2019 上海书展暨 “书香中国” 上海周， 将
重点打造 “壮丽 70 年， 奋斗新时代” 主题展
示馆， 聚焦新中国 70 年来伟大实践和历史成
就的主题出版读物集中与读者见面。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 时代潮流浩浩荡荡。

70 年风雨兼程， 70 年披荆斩棘 ， 70 年砥砺
奋进， 中国共产党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
阔的历史画卷， 谱写了一曲气壮山河的奋斗赞
歌。 记录书写 70 年来的 “高光时刻” 和奋斗
者群像， 是国家之需、 民族之需、 时代之需，

也是出版人的使命与追求。 我们精选了一批亮
相上海书展的主旋律突出、 正能量强劲的优秀
主题图书， 从中感受中国发展的脉搏， 聆听时
代前进的足音。

荩全山石油画 《浦东朝晖》

新中国砥砺前行：

记录“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时代精神与伟大实践

惟其艰难，方显勇毅；惟其磨砺，始

得玉成。阔步走进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梦

想的召唤更加鼓舞人心，奋斗的脚步更

加坚实有力。

作为 2019 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

物 ，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张

士义所著 《新中国 ： 砥砺奋进的七十

年 》一书提纲挈领地叙述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70 年来的辉煌历史 ，串

联重大事件 ，全面系统阐述了中国共

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新中国建

设中所取得的光辉成就 。 学习党史 、

新中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 ，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推向前

进的必修课 ， 这门功课不仅必修 ，而

且必须修好 。

为了带来更好的“导赏”效果，全书

用 100 多幅手绘图串起新中国成立 70

年的重大事件，图文并茂地展现了祖国

站起来、强起来、富起来的历史过程；并

特制路线图导读， 让读者一目了然 70

年来的关键节点。

新中国成立以来，上海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上海相册：70 年 70 个瞬

间》 撷取上海 70 年发展历程中 70 个

“高光时刻”，200 余幅珍贵图片折射新

中国 70 年来的发展变迁。 全书以图片

讲历史，通过具体生动的影像，以小见

大，以点带面，回顾 70 年来一路走过的

光辉足迹，展现上海人民的精神风貌。

比如，书中披露解放初期上海面临

的严峻局面———1949 年 5 月 27 日，当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的时候，面对

的是一个满目疮痍的烂摊子。 “上海的

粮食、棉布、煤炭等重要物资供应十分

紧张。 据统计，当时上海的大米存量仅

够全市半个月消费，存棉只够纱厂开工

1 个月，煤炭只够烧 7 天。从 1949 年 10

月上旬到 11 月下旬， 棉纱价格上涨了

3.8 倍，棉布价格上涨了 3.5 倍。 ”平抑

市场物价的“米棉之战”十分艰辛，但被

我党沉着 “啃下”， 毛泽东评价其意义

“不下于淮海战役”。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

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 从“神舟九

号”上九天揽月，到“蛟龙号”下五洋捉

鳖 ，中国在航空 、铁路 、桥梁等一系列

“超级工程”中不断突破纪录。 而 2018

年 10 月 24 日正式通车运营的港珠澳

大桥，正是中国经济、科技、教育、装备、

技术、工艺发展到一定程度集成式创新

的结果。

伶仃洋上 “作画”， 大海深处 “穿

针 ” ———谁是 “港珠澳大桥动议 ”第一

人？三地首次合作共建大桥如何啃下这

块硬骨头？ 大桥通车后，未来的粤港澳

大湾区如何启航？ 长篇报告文学《虹起

伶仃———逐梦港珠澳大桥》真实记录了

港珠澳大桥从孕育到成长的全过程，全

方位展现大桥建设者“逢山开路、遇水

架桥”的实干精神，深入挖掘出许多大

桥建设者背后的故事以及一次次化险

为夷的过程。汇众智、聚众力，数以万计

的大桥建设者们战严寒、斗酷暑、抗风

雨，用心血和汗水浇筑成了横跨三地的

“海上钢铁长城”。 他们不惧困难、勇于

挑战、 攻坚克难的坚定意志和逢山开

路、遇水架桥的奋斗精神，体现了中国

创造的伟大力量。

从抽象的工程数字、 技术概念，到

具体感性的认知与认同，纪实作品发挥

着文学书写的力量。 《虹起伶仃———逐

梦港珠澳大桥》 作者周强亲历了港珠

澳大桥各个重大节点竣工的重要阶

段， 几乎记录和报道了大桥建设的全

过程 ，不仅为港珠澳大桥立传，更是为

时代画像。

当出版人们孜孜寻找着中国之所

以成为今天之中国的足迹 ， 当更多记

录者聆听那些历史性时刻背后不为公

众所知的故事， 一部部主题出版著作

既见证致敬了中国 70 年巨变 ， 也在

告诉广大读者———多少跌宕起伏的人

生与波澜壮阔的国家命运休戚相关 ；

多少人在新中国 70 年的建设进程

中 ， 贡献过智识和生命 ； 多少颗赤

诚之心胸怀家国天下 ， 有着 “虽九死

其犹未悔” “虽千万人吾往矣 ” 的中

国抱负。

中国人追梦搏击：

以奋斗姿态绽放芳华的群英像跃然纸上

时代呼唤引领者、 国家需要推动

者、建设需要敢为者。 中国改革发展的

巨大成就， 正是广大干部群众筚路蓝

缕、千辛万苦干出来的。 一批主题出版

图书将聚光灯投向不忘初心的建设者，

他们的个体生命与历史潮流交汇，以奋

斗的姿态绽放着绚烂的芳华。

70 年前， 面对上海这样一座大城

市，共产党人体现出了什么样的奋斗精

神和智慧勇敢？ 《日月新天：上海解放

亲历者说》串起 36 位亲历者的历史记

忆，收录整理粟裕、张震、迟浩田、张承

宗 、张祺 、吴学谦等人的口述历史 ，再

现 70 年前峥嵘岁月。 他们当中既有当

年参加渡江战役、战上海的指战员，也

有参加接管的亲历者，还有上海地下党

员。 抚今追昔是为了缅怀英烈、致敬前

辈，也邀读者重温峥嵘岁月里可歌可泣

的动人故事，汲取奋发前行的动力。 从

渡江战役到上海解放，打有准备之战的

解放军可谓势如破竹。书中披露的许多

细节震撼人心、感人至深。

比如，时任第三野战军第 27 军 79

师 235 团 3 营 7 连指导员迟浩田在书

中《上海战役亲历记》一文里写道：“我

被送到纵队医疗队后， 由于几天的颠

簸、雨淋，未及时得到药物治疗，几处伤

口都已溃烂化脓， 右腿已变成青黑色。

当时孙凤钜医生就在纵队医疗队，他们

都主张给我截肢， 我坚决不肯。 我说：

‘你们要截肢，先把我的头割下来吧！ ’

后来，我被转到第 9 野战医院，采取了

保守治疗的方案，把身上的弹片一块块

取出来，还有四块没有取出，一直留到

现在，但是我的腿总算保住了。 ”

铮铮铁骨又何止一位。著名作家何

建明的新著《可爱的共和国人》选择了

20 位时代奋斗者， 他们中有港珠澳大

桥的功臣林鸣总工程师，有《战狼 2》电

影的原型人物———我国年轻的外交官

们， 有习近平总书记为其让座的 “山

神”黄大发，有原子弹、氢弹主要研制者

王淦昌 ，有 “义乌市场 ”的缔造者谢高

华，有创造“苏南模式”的秦振华，有被

称为“农民伟人”的华西村老支书吴仁

宝，有一生致力让大庆油田几十年高产

的“新时代铁人”王启民，有不惜用生命

去非洲援助抗击埃博拉的院士高福，也

有默默奉献的 “凡人英雄”———几十年

蹬三轮车挣钱捐助大学贫困生的白方

礼老人，天津爆炸现场的英雄“刚子”，

还有依然在远山参与时代大决战的青

年扶贫队员……

历史只会眷顾坚定者、 奋进者、搏

击者，而不会等待犹豫者、懈怠者、畏难

者。今年上海书展“七系列”活动中，“致

敬七楷模”讲读会打头阵，结合“学习时

代楷模，致敬时代楷模”图书展，精选了

《邹碧华传》《海棠花开》《中国天眼：南

仁东传》《种子钟扬》《小巷总理》等七本

楷模人物传记分别做分享活动。 其中，

脱贫攻坚纪实文学著作《太阳照进“无

人村”》 聚焦四川省乐山市峨边彝族自

治县杨河乡茶园村“第一书记”阿索拉

毅，讲述他如何想方设法帮助村庄寻找

出路脱离贫困。

曾经的茶园村，地处偏僻、道路险

峻，所有村民在阿索拉毅到来前已经搬

离，村子成了典型的“无人村”。 从 2015

年 8 月至今， 阿索拉毅面对 18 平方公

里土地和漫山遍野的柳杉林，坚持守望

着全村人脱贫梦，他如串珍珠般挨家挨

户走访，将散落在外的村民一点点串联

起来。 如今，所有村民在场镇周边拥有

了宽敞明亮的砖房，用上方便干净的自

来水，有了签约的家庭医生，家用电器

一应俱全，孩子们也能就近上学，生活

质量显著提高。茶园村还修通了产业公

路， 将使用县上提供的 50 万发展资金

种植 1200 亩八月笋， 村民的收入有了

保证后，摆脱了“因贫穷搬离、因搬离而

更加贫穷”的怪圈。 脱贫攻坚战的冲锋

号已经吹响，让“无人村”有人，让“无村

人”有村———一批“阿索拉毅们”怀着这

样的梦想，为国家脱贫攻坚事业贡献力

量，这样的故事令人动容。

春风拂过大地，百姓的日子过得怎

么样？ 翻开年届九旬摄影家徐永辉的

作品集 《家国天下》，10 户普通人家的

300 余张照片穿过历史呼啸而来。 这一

组组时代 “圆梦曲 ”的图文报道 ，既是

70 年连续而完整的家庭档案， 也是新

中国 70 年从贫穷到富强的缩影。 每一

个重要历史节点的社会变迁， 都能在

一幅幅照片中找到相对应的生活佐

证。 镜头下的定格，沾着泥土的芬芳和

受访者的体温， 记录了浓浓的乡情乡

愁， 也见证了中华民族的奋斗史和文

明进程。

《百名院士谈建设科技强国》
人民出版社

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

深刻影响着国家前途命运，深刻影响

着人民生活福祉。 《百名院士谈建设

科技强国》由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

院组织 100 多名院士共同编写，将广

大院士的重要思想和建议汇集起来，

贡献了大量学界智慧。

本书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我国

建设科技强国这一主题，结合院士们

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思考，提

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和建议。 全书既有

很强的理论性，也有明显的现实针对

性 ， 值得科技界和社会各界借鉴参

考，从而形成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强

大合力。

《中国传奇：从特区到自贸区》
上海人民出版社

继《中国传奇：浦东开发史 》后 ，

纪实文学作家谢国平再推新作《中国

传奇：从特区到自贸区》，以传记形式

解读中国 70 年来大变局， 重点讲述

了从改革开放初的经济特区到如今

的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人以 “摸着

石头过河”的务实态度 ，一步一步地

在各种特定区域内进行制度试验的

故事。

从 “窗户式开放 ”到 “门户式开

放”，顺着书中的这些故事，读者仿若

亲临历史现场，借助文字的力量看一

看造就从特区到自贸区的崛起之谜

背后的“神奇力量”。

荩 《上海相册：70 年 70 个瞬间》
上海人民出版社

荨 《新中国：砥砺奋进的七十年》
东方出版社

荨 《虹起伶仃
———逐梦港珠澳大桥》

广州出版社

中州古籍出版社

荩 《日月新天：

上海解放亲历者说》
上海人民出版社

荨 《可爱的共和国人》
上海文艺出版社

荩 《太阳照进“无人村”》
天地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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