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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图书年货节畅销榜出炉

童书需求多样化

品评

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以文学
的方式记录小康、为民族复兴书写“信史”，
是中国文学义不容辞的责任与担当。在全
国上下众志成城的脱贫攻坚战中，从来都不
缺少文艺的身影。作家如何更好地深入脱
贫攻坚现场，打造文学精品呢？

“关于对脱贫攻坚进行书写的这道大
题，在动笔之前，必须要进行认真地审题和
思考，我们对这件事情到底如何理解？我们
要写什么？什么是必要的什么是没有必要
的？什么是表象的什么是本质的？文学究
竟应该关注什么？怎么写才能更加凸显这
个主题的意义？”作家任林举认为，每一个命
题写作都是一次开卷考试，因为每一个开卷
试题都没有标准答案，答得好坏，最终得分
情况，与答题人的思维、理念、学识以及能力
发挥情况有直接关系，与判卷人的见识、水
平和公正性也有直接的关系。这是一种双
向检验。全国各地的情况大致一样，很多东
西都是程序化的和凝固的。如果作家每一
个人都让自己的笔运行在整体氛围、过程、
方法、项目、成效和结果等这些表层表象上，
不管付出了多少劳动终究是毫无意义的，不
论怎么讲，也难以抵达文学应有的高度和标
准。对于自己的写作，任林举选择放弃高大
上的角度，只写小人物，只写基层工作者和
普通农民。“这次扶贫攻坚，有这样几个显著
特点，一是它的重要性和重大性；二是参与
的层面多，从中央到地方，从干部到群众，从
机关到企业，从城市到农村，基本涉及所有
的行政层级；三是参与深度比较大，很多高
层和上层管理人员直接下到基层与普通的
农民面对面对接，一下子就打破了原来的行
政管理模式，也打破了原来的信息和行政管
理壁垒，使很多的精神要素释放出来。就像
一场雨突然落到了草原，烟尘、声响、无声的
交融和暂时的混乱同时迸发，但生机和真的
欲望也都释放出来。”任林举说，他花了近两
个月的采访，听各种身份的人讲述自己的经
历和感受，最大的感触和收获，就是体察到
了各种精神力量的交织和互动。文学，就是
要关注、展现人们的心灵和精神世界。

赣南地区，是著名的红色革命老区。
作家王松的报告文学《映山红，又映山红》主
要写了当地扶贫工作最有特色、最具成效也
最有代表性的五个县──于都、石城、兴国、
全南和龙南的脱贫攻坚故事。以散点结合
全景式的结构，把脱贫攻坚这场战役与当年
的红色历史有机结合起来，既有具体的故事
和人物的细节，也有深刻的思考和政论的思
辨，更有历史纵深感和全球视野。而在写作
报告文学《映山红，又映山红》时，王松的感
受是全新的。

真实和思考，赋予“报告文学”力量。
而在真实的基础上绽放的虚构，也才使小说充满魅力。王松的赣
南之行，也是一次走向真实深处的“绽放”之行。他在将近 4万平
方公里的赣南大地上，在峻岭重重的深山大沟里，在乡村的腠理中
去了解真相。

“这些真相没有‘等’在那里，只能靠我自己去寻找。因为真
相中的人们都在忙着自己的事情。”他们分为两种人，一种是“帮
扶者”，另一种是“被帮扶者”。“我每到一个村庄，都要到田间地
头，各种大棚，种植、养殖场地，烧酒坊和油坊乃至山林深处去寻
找他们，而且和他们交谈必须要注意效率，因为他们没有太多时
间，我也不忍心占用他们太多的宝贵时间。”王松能感觉到，在采
访被帮扶的村民时，他们内心想要表达的，总是大于表达出来的。
但他觉得这些都没关系，这种采访主要是与对方心灵的沟通，有了
这种沟通，他们原本不太顺畅的话语，听起来也会感到顺畅，甚至
他的理解，也会大于对方已经表达出的意思。他说，小说人同样需
要不同于采风的采访。这会使作家本来像一只鸟一样任思绪和想
象在空中飞翔的小说家，变成一只穿山甲，钻到大地腠理的深处去
发现真相。同时，也如同充电，用真实来让自己的作品、自己的思
想和想象充满力量。“可以肯定，这样感受了真实的力量之后，当
我们的小说家再由穿山甲变回一只鸟，它的每一根羽毛就都会坚
实起来。当它重新飞向蓝天，它的飞翔虽然还是飞翔，但姿态和高
度，肯定就不会同日而语了。”

关于如何看待脱贫攻坚题材的创作难点，中国作协创研部主
任何向阳认为，好故事必须要有好的讲法与之匹配，好的讲法才能
够传达出好故事的精髓。2020年全面脱贫目标完成后，中国将提
前 10年实现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创作的
难点也在于此，如何讲好发生在今天中国的乡村巨变故事，是对当
代作家的一个巨大考验。优秀作品不仅能让世界读者了解中国社
会的发展与进步，也能让他们领略到中国文学的魅力。在谈到作
家如何才能提高完成度时，何向阳表示，田野调查是必不可少的。
最关键的还是到现场，去和鲜活的生活对接，和奋斗中的人民一
起。简单的接触还不够，而是要与人民心心相连，使“我”与“他
们”在共同的相处中最终成为“我们”。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同心
从来不是一句空话。

作家关仁山正是这样的一位践行者。在创作《太行沃土——
河北阜平脱贫攻坚纪事》时，因恰逢疫情期间，他曾尝试电话采
访，因为听不懂当地老百姓的口音，只能暂时停笔。到了 3月初，
他从北京再次去了阜平。“在走访期间，我每天都被当地百姓的故
事感动着。这里的人民淳朴、勤劳，默默地干，拼命地干。阜平宣
布脱贫‘摘帽’的那一刻，有人笑了，有人哭了。脱贫攻坚的故事，
其艰难，其荣耀，足以载入人类发展史册。”关仁山说，在创作中，
他进行了大量走访，除了史料价值，更注重感染力，把握住一个

“情”字，大情和大爱。“过去对乡村题材的书写，我们基本保持的
是恋旧的乡愁情调，对贫困的根源没有深入反思。这次视角变了，
干部和群众不畏艰难、不怕牺牲、敢于奉献、敢于担当，这样的叙
述本身就是新意。”

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认为，脱贫攻坚题材的文学创作，大
多以一个具体的地方为对象，但又不能局限于此。作家要从一村
一地的脱贫实践中，写出这个时代前进的步伐。这考验的不仅是
作家们对纷繁生活和世事变迁的把握能力，更考验着作家们对于
时代的理解能力。作家需要有宏大的视野和宽广的胸怀，既从国
家大事中看到凡人小事，又能反过来以小见大，准确地寻找和刻画
体现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典型人物。

(舒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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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 评谭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周年。一百年来，中
国共产党将马克思列宁主

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团结带领广大中国
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在艰难坎坷中创
造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奇迹，如今，中国共产党
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党。铭记历史，是为了更好地
开辟未来，为此，“五个一工程”特别奖获得者、著
名党史军史专家刘统所著的《火种——寻找中国
复兴之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年 12月出版），
以追溯的笔法，热情讲述了党的创业之艰难与革

命新航程的来之不易，生动呈现出中国共产党砥
砺奋进的光辉旅程。

全书将中国革命史放置于世界史、共产国际
运动史的大背景下，溯源党史、新中国史、社会主
义发展史，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寻求中国复兴之路
的书写，以小细节解密红色火种如何成功燎原，
以点带面地展现 20 世纪初中国非凡的寻路历
程，热情颂扬了党的坚强与伟大。

近代以来，中国的各方势力都在寻求国家的
复兴之路，从梁启超、康有为的改良与立宪，到孙
中山发动辛亥革命。从声势浩大的“五四”学生
运动，到蔡元培、陈独秀提倡新文化运动……然
而，在陈腐的旧制度和军阀的枪杆子面前，这一
系列艰苦的探索，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
命运。中国的复兴之路到底在哪里？无数志士
仁人战斗着、思索着，虽九死其犹未悔，依然努
力求索着救国救民的道路。随着俄国十月革命
的胜利，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风起云涌，为
积贫积弱的旧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此
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在积
极宣传介绍共产主义学说的同时，也在共产国际
的帮助下，开始筹备起建党的事宜。1921年 7月，
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出席大会的各地代表共
13 人，代表全国 50 多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会议
最后一天，由于租界巡捕的搜查，大会转移到浙
江嘉兴一艘游船上继续举行，会议通过了党纲
和决议，宣布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共产
党的诞生，是中国历史上翻天覆地的大事件，是
无数中国人民前赴后继顽强奋斗的结果。它就
像一枚光耀大地的火种，把马列主义的理想和
信念，深植在广大人民心中，“砸碎一个旧世界，
建立一个新世界”的激昂宣言，以其蓬勃的伟
力，充分唤醒了中国劳苦大众的民族自觉，从此，

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便呈现出焕然
一新的局面。

作者在精心撷取史料的同时，借助田野调
查，力求捕捉众多珍贵细节，以此最大限度地还原
历史的真实。如从浏阳七溪村走到排埠村，感受
毛泽东初出茅庐路遇匪兵的惊险；从江西寻乌圳
下村走到瑞金大柏地，感受共产党人的“创业艰难
百战多”；从福建上杭苏家坡的山洞再到古田村，
感受毛泽东革命生涯中的大起大落……作者运用
平民化的视角，生动刻画出革命领袖和将士们的
光辉群像，令人印象深刻。如古田会议前夕，朱毛
就红军设立前委的争论；大柏地之战，朱德举枪冲
在最前面，带领红军将士赢得最后伏击战的描写，
无一不凸显出革命前辈敢于坚持真理、勇于担当
的精神风貌。这些既不拔高也不护短的叙写，也
从一个个侧面，讴歌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且回
答了党之所以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爱戴的根本原
因。为了增强党性教育，本书作者还特意将中国
共产党探路寻路的曲折历程，悉数融入 20世纪的
风云际会中逐一进行讲解。将一个个深奥的马列
原理融入到一个个鲜活的故事中，并以寓理于事
的喻意，深刻揭示出党在运用马列主义指导中国
革命实践时，所展现出的英明和智慧。

综观全书，作者通过沾满地气的走访，以时空
的转换、历史的腾挪为经纬，精心连缀全篇，不仅大
大丰富了作者的情感认知，也使他笔下的党史、军
史形象更加立体鲜活。加之作者质朴的语言叙述，
进一步拉近了党群、干群之间的关系，从而自觉激
发起广大读者对党的无比热爱之情。总之，该书在
众多的党史读物中，在既注重思想提振的同时，也
很好兼顾了它的文学性和可读性，使得这场亲民化
的党史教育，温润别致中令人耳目一新。

（刘小兵）

新颖别致的党史读本
——读《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

前外交部副部长、驻外大使傅莹在《看世
界》中曾有过这样的话：“中国的困难在于，突
然被推到更高的平台上，就像上到舞台却背对
观众的人，常常觉得自己仍然是看客。”那么大
家认为现在中国是否已经转过身来了呢？日前
在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举行的“百年变局下的
挑战和抉择——《看世界 2》研讨会暨傅莹大使
新书首发分享会”上，针对听众的这一问题，傅
莹表示，这个“转身”表达的是一个过程，涉及
到的问题比较多和复杂，无法一蹴而就。我们
需要耐心、抱有期待，同时不断地努力完善中
国的对外传播和形象建设。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战略与安全研
究中心学术委员薛澜说，在国际舞台上发声需
要学者们有更大的勇气、更加主动作为。清华
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教授彭凯平则从社会
科学“角色扮演”的理论出发，认为“转身”也许

不能完全自主控制，聚光灯和镜头会展现出舞
台上的角色和他们的表现。清华大学战略与安
全研究中心研究员达巍认为，从 19世纪末美国
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到二战后真正确立国际
主义外交路线，美国的“转身”用了 50多年的时
间。中国的“转身”可能也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更重要的是要有“正在转身”的意识，以及“转
身”过程中的管理。

本次活动由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
心与中信出版集团联合在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
达理礼堂举办。《看世界 2》最近已由中信出版
集团出版发行。这本书是 2018年出版的《看世
界》续篇，收录了傅莹在 2017年至 2020年发表
的文章、接受的采访，
还收录了关于国际格
局和国际传播的两篇
讲课稿。 （陈菁霞）

探讨中国“百年变局下的挑战和抉择”

《看世界 2》出版受关注

书情

从京东日前发布的“2021 年货节图书
畅销榜 TOP10”中看到，7 种童书上榜，这 7
种童书包括儿童文学、智力开发、少儿英
语、科普百科、绘本、学前教育等，体现出目
前家长购买需求的多样化，对孩子全面培
养的重视。

上榜的儿童文学包括《小猪唏哩呼噜》
和《米小圈上学记一年级》两种。前者是由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经典童书，作品构
思精妙，情节丰富，在寓教于乐、活泼幽默
的表述中不乏灵动的想象与智慧的启迪。
这套书在京东自营商品详情页上，有超过
20万条读者评论。

除了儿童文学，上榜童书还包括少儿
英语《红火箭儿童英语分级阅读点读版全
辑》、科普百科童书《大中华寻宝记全套·科
普知识漫画》、绘本《美猴王系列丛书》、智

力开发书《日本精选专注力培养大书》，以
及学前教育书《小羊上山儿童汉语分级读
物》。

榜单排名第四的作家路遥的代表作
《平凡的世界》，是各类榜单常客。该书问
世三十多年，已经成为激励亿万读者的不
朽经典，还入选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可
以说，作品的经典性以及读者的广泛性就
是其畅销的保证。

榜单排名第十的《历史的温度》是一套
系列图书，现在已是畅销百万册的大众历
史科普读物。由于其持续多年畅销，在读
者中形成了一定的口碑和影响力。去年底
该系列第五本图书出
版后，五册的套装书
迅速受到读者关注。

（鲁大智）

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