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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刘婧宇

　　“学学八路军顽强战斗的精神吧，他们五
个，我们连被地雷炸死的却去了一百多！……”
　　敌人是可以开两天会唱两天戏的，因为他
们的“一百多”，因为他们曾经在棋盘陀上“占
领”过一个钟头。
　　……
　　就从九月二十五日起，狼牙山下数百里方
圆里的每个人都在仰望着傲然的棋盘陀，不管
他是抗日的人们抑或是敌人。
　　这段文字选自我国战地记者沈重的《棋盘
陀上五壮士》，是入选《新华通讯社 90 年 90 篇
精品选》的第三篇作品，原载于 1941 年 11 月 5
日的《晋察冀日报》，描述的这五位战士，正是家
喻户晓的“狼牙山五壮士”。
　　位于河北保定易县的棋盘陀，三面断崖如
今已被结实的护栏围住。抗战烽火远去，枪林
弹雨不再，但五位壮士的事迹，借着新华社永恒
的红色电波，点亮了无数人的心。
　　在第 27 个世界读书日和首届全民阅读大
会来临之际，4 月 21 日，新华出版社举行“新华
荐书 2021 年度十大好书”发布会，《新华通讯
社 90 年 90 篇精品选》《沧桑百年间——— 中国
摆脱贫困影像记忆》《基层中国：国家治理的基
石》《创新的起源》等榜上有名。
　　“全民阅读”已连续第九次写入政府工作报
告。在新华社努力建成国际一流新型全媒体机
构进程中，新华出版社整合资源，推出“新华荐
书”活动，助力全民阅读。
　　新华社党组成员、副社长刘思扬在发布会
上说：“深入推进全民阅读活动和书香社会建
设，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良
好风尚是图书出版板块的重要职责。新华出版
社将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百年求索：流淌着的红色基因

　　书籍承载了历史的厚重与沧桑，和人类文
明的进程相伴走过了数千年，从野蛮走向文明，
从传统走向现代。
　　新华出版社成立于 1979 年，建社 40 多年
来，出版了一大批反映时代进步、体现党和国家
事业发展的优秀图书，成为延伸新华社报道影
响力的重要载体，并连续多年被评为“最受读者
欢迎的出版社”之一。
　　新闻是历史的初稿，历史是新闻的定稿，第
一个百年奋斗浓缩在《新华通讯社 90 年 90 篇
精品选》中，记录了新华社九十载如磐初心。
　　翻开铬黄色首页，是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
的 1949 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修改
稿）和《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的影印
版。苍劲有力、大气磅礴的字里行间，时代记忆
喷薄而出。
　　全书共 500 多页，各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均
有稿件入选。
　　西北风一阵紧似一阵，发出尖利的吼叫，卷
着大片大片的雪漫天狂舞。羊群顺着风拼命逃
窜。姐妹俩飞奔上前拦堵，可是羊群不听她们指
挥……
　　这时候，气温已降到-37 ℃，姐妹俩踏着深雪
跟着羊群艰难地走着。妹妹玉荣的小脸已经冻
肿了……姐妹俩怕天黑再走散，就肩并着肩，深
一脚浅一脚地跟着羊群继续前进。她们就是这
样同风雪搏斗了一天一夜，已经走出了 70 多里。
　　这段文字选自《两个蒙古族小姑娘同暴风
雪搏斗一昼夜保护了羊群》，是《新华通讯社 90
年 90 篇精品选》收入的第 23 篇作品，“草原英
雄小姐妹”由此被改编成动画、电影、话剧等，并
选入小学课本，激励着千万青少年，影响了中国
几代人。
　　从开篇的《工农群众踊跃加入红军》到结篇

的《砥柱人间是此峰》，值得反复阅读的细节，鲜
活地重现了“战胜数千敌人的游击队”“使敌人惊
慌失措的‘鹰排子’”“就要为人民干到底”的刘胡
兰、“草原英雄小姐妹”“平凡而伟大”的雷锋、“县
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等中华民族的光辉人物形
象，讲述着新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
来”的过程。更让人深刻体会到，从“一辆汽车、
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的新
中国，到具有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社会主义国
家，是多么不易、多么艰辛。
　　百年光阴在人类历史上只是短短一瞬，而
在中国历史上，却是一个翻天覆地的过程。
　　百年前的中国，莽莽神州，已倒之狂澜待
挽；茫茫华夏，中流之砥柱伊谁？
　　历史证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国家砥砺
奋进的每一步，都凝聚了无数先辈的勤勉奉献
和奋斗拼搏。
　　 2017 年 10 月 31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
习近平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来到上海中
共一大会址，面对党旗重温入党誓词。到 2020
年，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拥有 9100 多万党员
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
　　 1920 年 2 月的一个夜晚，从北京朝阳门驶
出一辆旧式带篷骡车，正在通往天津的土路上
缓缓行进。
　　在这辆北方最为常见的两轮骡车上，共有
两个人。坐在车篷里的一位，40 岁左右模样，
长袍外套着一件棉背心，头上低低地压着一顶
毡帽，看上去像是个土财主；驾辕的一位，年纪
稍小一些，身材魁梧，随身携带一个手提包，像
是装着满满的账本，看上去俨然是一个年前外
出收账的账房先生。
　　两个人一边赶路，一边交谈。
　　“仲甫，你看我们中国是否也走苏俄的道
路，成立苏俄式的政党？”
　　“好啊。我以前是反对成立为一个阶级服
务的政党的。倘若那个时候你要我成立一个新
党，我是不干的。现在该考虑了。”
　　被称为“仲甫”的人，便是当时大名鼎鼎的
陈独秀；和他说话的，是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
任的李大钊。
　　发布会上，北京凯文学校初三学生田婉濛朗
读了这段话。这段文字来自青岛出版社出版的

《写给青少年的党史》。她对本报记者说：“活灵
活现的，看着很有温度，比课本生动多了。”
　　关于中共一大会议，胡乔木曾撰文写道：

“除了大会会场一度遭到帝国主义的暗探和
巡捕的骚扰外，在社会上并没有引起多大的
注意，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但是，就在这
时，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在沉沉黑夜的中国
大地上点燃起来了。”
　　这就是上榜好书之一、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的《火种——— 寻找中国复兴之路》书名的
由来。既在大历史中展现中国共产党的奋斗
历程，又在小细节中再现历史人物的一举一
动，“火种”一书讲述党的创业之艰与革命新
航程的来之不易，将 20 世纪初中国非凡的寻
路历程详尽呈现。

历史烙印：与时代同频共振

　　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中
国，科技迭代加速的中国，“新华荐书”榜单充
分体现了时代性。
　　人民出版社上榜好书《百年沧桑间——— 中
国摆脱贫困影像记忆》，其中有一章《土豆的记
忆》。开篇是一张上世纪 50 年代的黑白照片，
一位头发花白的农妇右手轻轻抚摸着满筐的
土豆，模糊的背景中，不少农民在弯腰劳作。
　　从 1951 年北京南郊供销社采购土豆种
子，到 2019 年山东胶州的土豆迎来盛花开

放，一页页翻过，照片由单调黑白转为绚烂多
彩。滋味寡淡的土豆，沉淀出人们心头的万
千滋味。
　　在粮食短缺的年代，土豆是充饥救荒的
上佳选择，甚至在当时的山西，有“民间婚丧
大事必有山药蛋佐餐”的要求。
　　蒙古文化学者伏瑞峰说：“我们瞒着大人
到别人家地里吃烧土豆，有时是偷着烧，心急
啊！可土豆偏偏不熟，捧在手里烫，咬在嘴里
硬，一会儿功夫满手满脸都是灰了。”
　　这父辈们儿时记忆中的独特香气，从新
华社的国家相册里走出来，影印成册，将时光
中最动人、最震撼、最细致的瞬间定格。视频
化为隽永图文，向中国消除绝对贫困的伟大
胜利致敬。
　　这个章节还记录了一个连土豆都不忍心
敷衍的作家——— 汪曾祺的趣事，读来让人不
禁莞尔。
　　河北沽源曾经有个马铃薯（土豆）研究
站，集中全国的土豆品种向各地输送。研究
站给了汪曾祺一个任务——— 画一份《马铃薯
图谱》。于是 20 世纪 60 年代，汪曾祺就远
离家人，在荒凉的绝塞，“画圆头圆脑的薯
块”。
　　想画不像都不容易，画完一块，就把它放
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他还自豪地说，全中
国像他那样吃过这么多品种马铃薯的人，怕
是不多见呢。
　　汪曾祺的儿子汪朗说：“我现在还记得爸
爸做的一道菜，黄油煎土豆。他这个人啊，不
管境遇如何，只要活着，就要活得有滋有味。”
　　书中寥寥几行字，让人品到平淡无奇中
的滋味醇厚，这就是时代的味道。
　　我把他的骨灰与 92 朵红色的玫瑰相伴
相融，深深地亲吻之后，将他们轻轻地撒入大
海，海风飞扬翻卷着，带着他与鲜花涌入远
方，蓝色的海面上，划出一道长长的盛开着鲜
花的涟漪。
　　文化发展出版社的上榜好书《君生我未
生》，封面犹如玫瑰般鲜红，一个初出茅庐的
记者，与我国第一代固体火箭专家杨南生相
识相恋相守，滚烫的文字让读者体会到，认真
的灵魂值得被爱，让心成长的爱情方可托付。
　　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和接力出版社联合出
版的“中华先锋人物故事汇”系列丛书，记录了
这样一批人，钱学森、袁隆平、钟南山、屠呦

呦……他们是时代先锋，也是青少年的人生
榜样。
　　新时代的中国生机勃勃，但基层社会治
理也面临许多难题。
　　东方出版社出版的《基层中国：国家治理
的基石》，内容涵盖基层减负、干部担当、治理
现代化等热点难点。对“辛辣”问题不遮不掩
不回避，为认识中国提供了独特角度。
　　新华出版社社长匡乐成介绍，各种荐
书活动，常由政府相关部门、媒体、书店、独
立书评人等发起。此次由一家出版社发
起，向读者推荐整个出版行业优秀图书，并
且得到数百家出版单位响应支持，开了一
个先河。
　　韬奋基金会理事长、中国出版集团原总裁
聂震宁如此评价“新华荐书”活动：“新华社是
国家通讯社，新华出版社站在这个平台上承担
向国人荐书的活动，非常有意义。全民阅读也
需要国家通讯社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书香中国：打造精神地标

　　早在 2007 年，聂震宁作为全国政协委
员，以第一提案人的身份向当年的两会提交
了《关于开展全国全民阅读活动的建议》。
　　今年，全民阅读已经第九次写入政府工
作报告，从 2014 年之前提出的“倡导全民阅
读”到 2017 年提出“大力推进全民阅读”，再
到 2022 年提出“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全民
阅读受重视程度逐步加强。
　　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的《2020 年全国
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显示，2020 年，全国
出版新版图书 213636 种，总印数 23.22 亿
册（张）。但有数据显示，我国国人纸质读物
的阅读量不足，远低于发达国家。在当前信
息极大丰富的网络时代，出版精品、阅读精品
的重要性更加凸显。
　　谈到这个问题，聂震宁打了个很形象的
比方：“人吃饭的需求是天然的，食客不进餐
馆，餐馆有责任；同理，人的求知欲是天然的，
读者不读书，出版业当然有责任。”
　　匡乐成说：“我们希望能够承担起‘出版
界的新华社’这一光荣任务！为出版行业高
质量发展作出‘新华特色’贡献，为新华社履
行职责使命作出‘图书出版’贡献。”
　　基于这样的初心，“新华荐书”活动自
2020 年 5 月启动，向大众推介具有思想深度、
文化品质的好书，进一步传播中国智慧、中国
精神、中国价值，助推书香社会建设，激发建设
文化强国的磅礴力量。
　　“新华荐书”目前已推荐 12 期 124 种具
有“新华视野”的好书，推荐范围涵盖了国内
主要出版机构，每期推荐图书通过新华社客
户端、新华每日电讯、参考消息、半月谈等渠
道发布，被大量转载，扩大了优质图书在主流
媒体的覆盖面，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成为
业内外高度关注并认可的荐书活动。
　　新华出版社总编辑许新向记者介绍了

“新华荐书”的四大特点：时政性、时代性、创
新性、引领性。“给读者推荐导向正确、格调高
雅、有正能量的图书，是我们一直努力的方
向，也希望推荐的图书能成为观察中国出版
行业发展改革的一个重要窗口，并以此为引
领全民阅读作出应有的贡献。”
　　这是一个阅读的好时代，“新华荐书”这份
给读书人的礼物，今后将在一个全新的平台被
看见、被传播、被延展。由新华社和中国作协
合作打造的 5G 融媒价值阅读平台“悦读汇”
即将正式上线，老照片、老物件、老电影和虚拟
现实、全景声、区块链的结合，既重温读书的老
样子，又展示阅读的新风景，做到从“一书在
手”到“一屏万卷”。

“一屏万卷”助力全民阅读 国社视野添彩书香中国
“新华荐书”发布 2021 年度十大好书

顾迈男

　　在山东省日照市奥林匹克水上公园的西岸，
城市中央核心区，占地 160 亩、建筑面积 2 万平
方米，展陈面积 1.2 万平方米的日照市科技馆，对
外开放以来，吸引了成千上万观众的驻足参观。
　　这个科技馆于 2017 年 7 月 21 日开工奠
基，2019 年 10 月部分对外开放，2020 年 6 月
全面开放试运行。
　　矗立在日照大地上的这个建筑物，可以说
是著名物理学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丁肇
中八次寻根的丰硕成果。
　　 1936 年 1 月 27 日，丁肇中在美国密歇根
的安娜堡诞生。在这之前，他的父母丁观海、王
隽英访问美国并在密歇根大学结婚。丁肇中
说：“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出生在一个由教
授和革命志士组成的家庭里，我的父母希望我
出生在中国，但在他们访问美国时，我提早出

世，由于这个意外，我成为美国公民，这个突
来的小插曲却也影响了我的一生。”
　　几个月以后，幼小的丁肇中回到中国。
当时中国抗日战争爆发，他跟随父母到处逃
难，以后去了台湾。1956 年，他带着 100 美
元去了美国，在美国密歇根大学他刻苦攻读，
获得博士学位后，于 1976 年因发现 J 粒子获
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在颁奖典礼上，他坚持
用中文然后用英文发表了演说，希望在发展
中的青年们注重实验工作。
　　 1985 年 6 月 28 日，丁肇中同夫人苏珊
博士回到阔别 47 年的故乡山东日照寻根祭
祖，并接受了市政府请他担任日照海洋渔业

学校名誉校长的职务。
　　丁肇中写道：“欣见故乡进步，深觉快慰，
感念各位辛劳，书此谨表敬意。”
　　这次回故乡，他参观了煤货码头、自己的
故居并祭祖。
　　 2002 年，他再次回到故乡。祭扫祖坟以
后，他说：“真应该带儿子回来，让他看看，让
他知道他的根在这里。”
　　参观考察以后，他与乡亲们亲切攀谈。
　　 2005 年 6 月 17 日，返乡后，丁肇中同妻子
和儿子，先后到日照东港区涛雒镇祖居逗留，并
出席了祖居科技展馆的揭牌仪式，在祖居“种德
堂”和科技展馆参观，拜谒祖墓时，他对儿子丁

明童说：“Your root is here.(你的根在这儿！)”
　　当他进入祖居时，家乡领导和乡亲们夹
道欢迎。
　　 2012 年 7 月 14 日，丁肇中带领全家再
次回到涛雒镇的祖居，在各处走动以后，他进
入了儿时的书房，坐在木凳子上，感受古老的
民族文化，并与家乡的学生们亲切攀谈。
　　 2014 年 10 月 9 日，他再次回到日照。
参加了科技馆的设计方案讨论会，带儿子丁
明童回乡省亲，并与儿子高兴地在“丁肇中祖
居”的路牌下留影。
　　 2017 年 7 月 21 日，丁肇中回到日照。
这次回来，他参加了日照科技馆的开工奠基

仪式，颁发了“丁肇中奖学金”，并祭祖。
　　 2018 年 7 月 12 日和 10 月 1 日，他又来到
日照，参加了日照科技馆展出陈列方案的评审
会和主体竣工仪式，在这期间，又回到祖居并
拜谒祖坟。
　　日照科技馆以“探索、发现、实验、求真”为
理念，收藏并展示了丁肇中及有关科学家的科
学文献、研究成果，展厅布局以丁肇中的六个著
名实验为主要内容，大部分按 1：1 尺寸复原。
　　科技馆建筑由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建筑
设计院副院长、总建筑师崔愷领衔设计，在造
型上体现了丁肇中探索宇宙起源的阿尔法磁
谱仪（AMS）概念，是目前全国面积最大的双曲
面木纹清水混凝土单体建筑，馆内 AMS 展厅
同时具备天象厅的功能，也是目前全世界最大
的地平式数字球幕影院，这个科技馆除具有科
普教育功能外，还具有收藏、研究、文博和学术
交流的功能，是国内独树一帜的科学博物馆。

丁 肇 中 的 八 次 寻 根 之 旅

“新华荐书 2021 年度十大好书”发布会现场。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