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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凡路

　　在举国欢庆党的二十大胜利闭幕的时
刻，我们在这里举行《中国共产党百年百事
赋》出版座谈会，是很有意义的。这本书的出
版也是对党的二十大的献礼。
　　作为此书主编，我讲一讲这本书的创作
缘起、编辑过程及其价值和意义。
　　 2021 年，中国共产党迎来她的百年华
诞。辽阔神州，亿众欢腾。中国人以丰富多
彩的形式颂赞自己的领路人。这个百年大
党的奋斗崛起、苦难辉煌，震古烁今，感天
动地！
　　我和一群热衷于辞赋创作的同仁袁志
敏、王改正、孙五郎、王德艳、马建勋、戴丽娜
等在 2020 年秋共同策划发起《中国共产党百
年百事赋》的创作活动，意在以辞赋美文为党
述史立传，以大情怀、大手笔书写中国共产党
百年沧桑、历史功业、英雄故事、时代风采、道
义风骨，担负起辞赋作者“为时代而歌、为人
民而赋”的历史责任。
　　我们从 1921 到 2021 党百年奋斗的历史
长河中，遴选出 100 件标志性事件，从嘉兴红
船、南昌起义、井冈星火、长征血战、延安淬

炼、抗日烽烟、三大战役、开国大典，到江山焕
彩、抗美援朝、两弹一星、开放探索、改革攻
坚、脱贫全胜、抗震抗疫、反腐倡廉、科技传
奇、金山银山、神舟北斗、一带一路、民族复
兴、筑梦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请百余
位辞赋作者用辞赋美文，古风古韵书写出来。
这是一部辉煌的历史画卷，是一项宏大的文
化工程。
　　为此我们成立了由文化学者、党史专家、
辞赋作家组成的编辑委员会。作为主编，我
在编委会上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百年百事
赋》集政治性、历史性、文学性于一身，必须讲
政治、明史实、重修辞、扬正气，创作出有高
度、有深度、有温度、有力度的时代长歌，向党
的百年华诞献礼。
　　从 2020 年下半年定题，经过组织创作、
遴选、讨论、修改，编委会三次审定，反复切

磋，优中选优，定下 140 篇文稿。由于是重大
政治历史题材，又请新华社领导、中央党史和
文献研究院和国家出版局领导审核，提出修
改意见，再作修改调整。到今年 10 月由新华
出版社出版，历时两年，十易其稿，精益求精，
终成佳品。这是多方协作的成果，是集体智
慧的结晶。
　　感谢中华诗词学会、中共浙江省委宣传
部、新华出版社、浙江联合出版集团、中国大
地出版传媒集团、北京辞赋文化公司通力合
作，共襄盛举。感谢老中青辞赋作者用心、用
情、用功写作，完成这一光荣使命。
　　辞赋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瑰宝，以其
用词华美、句式工整、骈对有致、音韵铿锵、气
势恢宏而受到人们的喜爱。盛世兴赋，古为
今用。古老的文学形式在民族复兴的大时代
大放异彩，在咏叹中国共产党百年功业时派

上了大用场。
动员全国辞赋
力量 ，运用辞
赋文体 ，如此
全面系统地书
写百年党史 ，
万古风流 ，在
辞赋界、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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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这也是另
一种方式讲述
中国故事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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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中国人民的故事，别开生
面，独具文采。读者可以在学习党史中欣赏
辞赋，在欣赏辞赋中学习党史。这正是这本
书的政治意义和文学价值。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铸就了中国历史
的百年辉煌功业，百年功业写就了一部可歌
可泣的经典党史，这部党史成为今人后世永
远读不完的教科书。
　　我想，《中国共产党百年百事赋》一书的
出版，如果能给正在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
深入学习党史的干部群众，给热爱传统文
化、学习诗赋创作的读者提供一些帮助，我
们这些参与创作的同志会感到莫大荣幸与
安慰。
　　最后，我想用我与袁志敏、马建勋合写
的《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赋》的结尾来结束
我的发言：“嗟乎！百年沧海，一部史诗。创
造不朽之功业，昂扬灿烂之党旗。赋民族以
新生，高标伟绩；开未来之盛景，永向晨曦。
有党纲之引领，承使命而前驱。为国献身，
义无反顾；为民请命，矢志不移。执政倡廉，
谨防骄奢之前鉴；进京赶考，敢破历史之周
期。是谓党是国之魂，承中华之命运；国是
民之本，为百姓之宏基。试看历程之锐进，
必成众望之所归；唯我中国共产党，乃为重
托之所依！”
　　（此文为作者在《中国共产党百年百事
赋》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

百篇赋文颂百年功业

用光影和生命向世界讲述中国生态保护故事
世 界 上 首 次 拍 到 藏 羚 羊 野 外 分 娩 全 程 的 野 生 动 物 摄 影 师 裴 竟 德 ：生 态 摄 影 赶 上 了 最 好 的 时 代

  极 端 气 候、险 恶 环 境、大 型 猛

兽……裴竟德时常与死神擦肩而过。

“身在炼狱，心在天堂。”他如此形容

身在“掩体”里那种“魔鬼”与“天使”

并存的时刻，这种肉体与精神极其矛

盾、极其分裂的经历，让他愈加敬畏

生命，敬畏自然

　 　“我 们 有 着 无 与 伦 比 的 自 然 资

源，但挖掘依然不够，这就需要专业

的生态摄影团队，通过陌生化、纪实

化和故事化的表达，去赢得受众，向

海外讲述中国的生态保护故事”

  “尤其最近十年来，国家在环境

保护上投入巨大，民间的环保意识空

前提高。我们到野外，最直观的感受

就是生态环境越来越好，生物多样性

也越来越丰富”

本报记者孙正好

　　每年夏季，秦岭最大食草猛兽羚牛进入交
配季，高峰期仅持续十来天。
　　为了抓拍羚牛难得一见的“恋爱瞬间”，今
年 6 月底，野生动物摄影师裴竟德，在海拔
3000米左右的秦岭高山区域羚牛出没点，搭起

“掩体”帐篷，啃着干粮，驻守了七个日夜。拍摄
很顺利，结束后却出了意外——— 因为担心被成
群的羚牛袭击，向导提前离开，裴竟德在返程时
迷了路。
　　“除了一望无际的密林，就是悬崖绝壁，完
全没有路。天空乌云密布，看不到太阳，也辨别
不了方向。”裴竟德心有余悸地回忆，“我身上背
着 40 公斤的设备，补给也断了，最可怕的是又
遇上了大暴雨，气温骤降，全身被浇透。”一个小
时、两个小时……时间在流逝，找不到出路的裴
竟德，全身开始不自主地剧烈颤抖，出现了明显
的失温症状。
　　常年有野外生活经历的他，在绝望与迷茫
间努力保持清醒。“最重要的是尽快找到避雨的
地方。”在挣扎前行了数小时后，一处仅有一米
宽的类似房檐的崖壁，成了裴竟德的庇护所，他
打开随身携带的鹅绒睡袋，将自己卷起来，再盖
上两层急救毯，在风声、雨声的包裹中，熬过了
一整夜。第二天中午时分，雨过天晴，他靠着太
阳辨别方向，走出了秦岭，捡回了一条命。
　　在外人看来，这次“失温”算得上生死考验，
但在裴竟德无数次野外拍摄经历中，这只是“拳
头大”的困难之一：在大雪覆盖、人迹罕至的秦
岭深山，他蹲守三天三夜，拍下了秦岭大熊猫野
外交配的罕见影像；他连续17年、20多次深入

“人类生命禁区”可可西里，行程超过 10 万公
里，遭遇过棕熊来袭，也曾与野狼擦肩而过，还
挖坑将自己“埋”了八天，在全球首次拍到藏羚
羊野外分娩全程……
　　“想要拍好野生动物，就得像野生动物一样

生存。”因为这些充满传奇色彩的拍摄经历，“陕
北娃”裴竟德被熟人称为“狠人”，就是陕西话中

“吐口唾沫都是钉”的“狠人”。“影像带来关注，
关注带来改变，这就是野生动物摄影师存在的
意义。”裴竟德说，“尤其是最近十年来，随着国
家在环境保护上取得的显著成就，生态摄影赶
上了最好的时代。”

  为了拍摄藏羚羊生产，他将自己

“埋”在可可西里

　　卓乃湖，藏语意思是“藏羚羊聚集的地方”，
每年5月开始，成千上万只雌性藏羚羊，从西藏
羌塘、青海三江源及新疆阿尔金山地区，跋涉数
百公里，迁徙至卓乃湖产崽。因此，这里又被称
为“藏羚羊的天然大产房”。
　　当藏羚羊开启“新生之旅”时，远在千里之
外、家在西安的裴竟德，也准备动身了。他要赶
在藏羚羊生产前到达卓乃湖，找到合适的点位，
扎营、驻守、等待，捕捉藏羚羊生产瞬间。
　　藏羚羊生性机敏，见人就躲。而无路可达
的卓乃湖，位于可可西里海拔约 5000 米的高
寒无人区，这里常年风大地湿，平均气温处于冰
点以下，冬季最低时能达到零下 40 摄氏度，夏

季雷电轰鸣、冰雹来袭时，仿佛能把天地开膛
破肚，是“人类生命禁区中的禁区”，因此，在
裴竟德之前，没有摄影师能完成这一拍摄“壮
举”。
　　单打独斗、没有团队的裴竟德，如何
突破？
　　“能不能藏起来拍？”当这样的想法冒出
来后，困难随之而来。广袤、粗粝的可可西
里，不长树，也没有灌木，大地恰似青藏高原
的天空一般，一望无际，毫无遮挡，成年人置
身其中，即便缩在地上，对异常机警的藏羚羊
而言，也是莫大的惊扰。
　　在卓乃湖周边藏羚羊胎盘残留比较多的
地方，裴竟德反复观察地形，最终决定将自己

“埋”在一个小山包中，那儿离卓乃湖有 500
多米，地势明显突起，拍摄时还能环顾四周，
成功的几率比较大。
　　“没有捷径可走，只能用最笨的办法。”在
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协助下，裴竟
德挖出一个一米深的土坑。为了更隐蔽，他
把农村常用的“锅式”卫星天线盖在坑上，上
面铺满麻袋，再抹上泥土，打造出一个更接近
自然环境的拍摄“掩体”。
　　每天凌晨 4 点，天还大黑的时候，裴竟德

将镜头装在一个铁皮桶里拎着，背上干粮和
水，徒步 5 公里，乘着夜色从驻地赶往“掩体”。

“必须赶在天亮前藏羚羊很难发现的时候，偷
偷潜伏好，一旦它们被惊散，一般不会再返
回。”因为不敢使用手电筒照明，有一回出发后
不久，裴竟德就在无人区迷了路，他在黎明时
分摸索了近 5 个小时，才顺利返回“掩体”。
　　在辽阔无垠的青藏高原上，裴竟德藏在
黑暗而狭小的土坑中，坐在铁皮桶上，通过
东、西、南、北四个预留孔，借助长焦镜头，观
察着可可西里的万物生灵。这样的“守株待
羊”，往往从凌晨 5 点，不间断地持续到晚上
10 点。他不敢多喝水，只能靠啃干粮度日。
没有动物的时候，他就看天空，看大地，听风
声，听自己的呼吸声；动物出没的时候，他就
格外兴奋，怎么都看不够。
　　“有一次，一对鼠兔夫妻跑到了掩体的
洞口，带着清澈、好奇的眼神往里看。两个
小家伙离我仅 20 公分，我能看到它们的胡
子在抖动。我们就这样奇妙地对视了好久，
看得我心都醉了，那是一种直击心灵的奇妙
感觉。”
　　藏羚羊生产的高峰期，往往也是卓乃湖
一年中最热的时候。气温超过零摄氏度后，

冻土层便悄悄融化，冰水从土里往外渗，没过
多久，裴竟德的“掩体”便成了冰窖。虽然穿
着防水鞋，但身上的热量却一点点被带走，他
的小腿变得冰凉，整个人只能缩在铁桶上。
　　“身在炼狱，心在天堂。”裴竟德如此形容
身在“掩体”里那种“魔鬼”与“天使”并存的时
刻，这种肉体与精神极其矛盾、极其分裂的经
历，让他愈加敬畏生命，敬畏自然。2007 年，
他在卓乃湖蹲守一个多月，未能捕捉到理想
的生产瞬间；2008 年，又是一个多月的等
待，结果依然不理想。“没有遗憾，顺应自然。”
裴竟德说，“在可可西里的每一天，我觉得都
是一种收获。”
　　 2009 年，这是裴竟德连续第五年进入
可可西里，也是他连续三年正式藏身卓乃湖，
等待抓拍藏羚羊生产瞬间。
　　 6 月 29 日，在裴竟德将自己“埋”好的第
8 天，长焦镜头中出现了一只生产征兆极为
明显的雌性藏羚羊。“当时，小羊的头已经出
来了，母子俩离我的‘掩体’大概也就 200 多
米。”裴竟德回忆道，“非常幸运的是，母羊缓
缓地停下了，它蹲下来，开始很努力地生产。”
　　镜头徐徐推上去，天地慢慢被虚化，两个
生命的轮廓逐渐清晰：母羊不停地卧倒，再用
膝盖抵住大地，跪着站起来，又一次卧倒，又
一次撑住，又一次站起来……循环往复、拼尽
全力的生产间隙中，母羊还不停地甩甩尾巴，
回头观察，似乎在用眼神鼓励同样拼尽全力
的小羊。
　　还有一个拼尽全力的生命，那就是躲在
镜头背后的裴竟德。那一刻，他忘记了曾在
卓乃湖遭遇的狂风骤雨，忘记了可可西里刀
剑一般的雷电风霜，他的手指如同电波一般，
源源不断地摁着相机快门。在密集而铿锵的
咔嚓声中，他的呼吸、他的心跳，都与远处正
在生产的藏羚羊母子同频、共振。
　　“紧张，兴奋，命运与共，生生不息。”裴竟
德用这些关键词，形容那场直击人心的分娩，
半个小时里，他拍下了上千张照片，容量达到
20G。母羊生产时疼痛而机敏的眼神，新生
命呱呱坠地时的纤弱与兴奋，母羊产后欣慰
地舔舐胎衣、温柔地亲吻小羊，小羊跌跌撞撞
地站起来，母子俩一起奔跑、离开，消失在天
际线边……这些筋骨分明、血肉清晰的珍贵
照片，成为全世界首组完整记录藏羚羊野外
分娩全程的影像。

  露宿雪中秦岭，他捕捉到大熊

猫交配影像

　　枯枝之上，一只雌性金丝猴四肢环扣，怀
中紧紧抱着一只出生不久的猴婴，她脑袋低
垂，藏起面容，似乎陷入了浓郁的沉痛之中。
照片上的天空是灰色的，金丝猴母子的世界
仿佛也全是灰暗：这只猴婴在出生时就死于
难产，整整五天过去了，母猴还是将孩子抱成
一团，久久不愿撒手。
　　这张名为《金丝猴不幸丧子，怀抱多日不
肯丢弃》的照片，拍摄于 2005 年 4 月。彼
时，裴竟德初为人父。在秦岭密林间，他被金
丝猴不离不弃的母子情深深触动，“原来动物
也有情感，也有智慧和尊严”。这张照片也成
为他野生动物摄影之路的起点。（下转 12 版）

左图：裴竟德在可可西里。   右上图：裴竟德拍摄的藏羚羊野外分娩瞬间。
右中图：刚刚出生的小藏羚羊。 右下图：裴竟德从“掩体”中拍摄藏羚羊。          （图片均由裴竟德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