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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斌杰（第十二届全国人大教科
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原新闻出版
总署署长、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

时代呼唤、培育英雄，英雄创造、赋

能时代，一个伟大的时代总有伟大的英

雄。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

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楷模。英雄

是国家和民族精神的凝聚，是时代精神

的结晶，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国家最闪

亮的精神坐标，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崇

高精神和时代风范，是中华民族精神的

真实写照。大力宣传他们为人民、为民

族做出的卓越贡献，弘扬他们为国家奉

献的精神，构筑中国道德高地，凝聚中国

奋进力量，增强中国四个自信，是新时期

出版人的职责所在，而英雄事迹也为出

版社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

动能和创作资源。在全党全国人民喜迎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大庆的重要时刻，江

西高校出版社和新华出版社联合出版了

《本色英雄张富清》，不仅奏响了主旋律

出版的一曲凯歌，也是向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献上的一份厚礼，值得点赞。

回望我们走过的路，我们比任何时

候都更加怀念革命英烈，更加需要更多

地发现英雄事迹、弘扬英雄精神，更加

需要英雄榜样的引领和示范，我们也希

望更多的英雄成为媒体尤其是自媒体

关注的热点，更多的英雄成为青少年崇

拜和追捧的“网红”“偶像”。由于多种

原因，这些年在社会的追星取向中，那

些蹭热点、飙包装、玩刺激的流量明星，

却成了不少青少年的追星对象，其趣闻

轶事在媒体、自媒体屡屡被刷屏，甚至

因访问量超负荷而导致网络瘫痪。与

之相比，不少功勋卓著、默默无闻，为国

家、为民族做出巨大贡献的共和国英雄

们，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和聚焦，没

有形成强有力的宣传阵势，没有走进千

家万户，成为人们的行为参照和思想坐

标。这是社会文化的失态，应当纠正。

为此，我们要更好地发挥出版社的社会

舆论导向功能和信息密集、知识密集的

宣传、造势优势，大力讴歌时代英雄，大

力宣传英雄事迹，大力弘扬英雄精神，

为革命和时代英雄树碑立传，促进见贤

思齐、敬仰崇拜英雄良好氛围和社会文

化环境的形成。这既是新时期出版人

义不容辞的光荣使命，也是出版社融入

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为党和国家工作

大局服务的题中应有之义，更是新时期

出版人的大有可为、大有作为之地。

江西高校出版社和新华出版社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超前谋划，闻风而动，以

文化自觉、职业责任、政治敏锐和市场感

觉，通力协作，只争朝夕，在短时间内策

划、组稿、出版了原创报告文学+视频书

《本色英雄张富清》。该书通过讲述英雄

张富清赤诚报国、砥砺奋进的传奇故事，

破译英雄张富清功勋卓著、深藏不露的

精神密码，探寻英雄张富清历经艰辛、无

怨无悔的心路历程，揭示英雄张富清为

国分忧、心系社稷的宽广胸怀，还原了一

个可亲、可敬、本色、本真的英雄形象，

让英雄形象走近、贴近寻常百姓，有力

地配合了党中央部署的评选“时代楷

模”、弘扬时代精神的重要工作，为当前

全党正在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活动提供了生动、鲜活的教

材，体现了新时期出版人高度的大局意

识、主动的服务意识和积极的担当作

为，体现了出版工作在党的政治思想建

设和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不可

或缺的重要作用，是出版人守初心、担

使命的一个范例。

这个出版范例表明，一个时代不能没

有自己的英雄，一个大国不能没有自己的

灵魂和精神诠释，人民群众需要英雄事迹

的感召，需要英雄道德的滋养，需要英雄

文化的化育，需要英雄精神的激励。红色

主题出版的事实表明，客观地讲述英雄的

故事，真实地还原英雄接地气、知冷暖的

本色，深刻地挖掘英雄感人故事背后的逻

辑力量，找出英雄与普通大众同宗同源、

血脉相连的精神本质，使英雄成为人们向

善、向上、向好的重要路标，成为人们精神

打卡的“圣地”，让英雄践行的价值观念，

成为社会生活的日常，正是出版工作“内

容为王”、质量至上的生动体现，是主题图

书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完美实现，是出

版人初心的最好回报。

这本书的出版传递了明晰的信息：

英雄来自人民，英雄不再遥不可及，英雄

就在你我他之间。英雄张富清不善言

辞，没有豪言壮语，没有惊天动地的壮

举，更没有“盆景式”花花草草，没有“网

络包装”，他以自己的赤诚之心和一以贯

之的身体力行，教育子女，影响亲友，感

动同事，感染、净化周围的小环境，以自

己的本色、本真，树立了无形的人生丰

碑，受到广大群众的尊敬和爱戴，并被授

予“共和国勋章”的最高荣誉。这表明英

雄不会落单，英雄与时代同在，英雄与人

民同在，崇拜英雄成为时尚之日，就是国

家民族走向复兴之时。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既表明我

们辉煌壮丽的过去，也表明我们站在一

个新的历史起点，我们已经豪迈地走进

新时代。国家高质量的发展和人民群众

的伟大创造，为出版业的发展带来了前

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同时我们也要清

醒地看到，进入以文字信息处理的数字

化与信息传播网络化为特征的融合发展

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传播手段的更新

和新传播格局的形成，对传统出版业带

来了日益严峻的挑战，从单一的纸质出

版物转向以数字化技术为支撑的新型出

版业态 ——知识服务，不单是出版业态

的变化，而是创新出版理念、激活出版思

维及深化出版体制改革的一场深刻变

革，触及流程再造、渠道铺设、产业链条、

内部机制、合作方式、商业模式、管理体

制等方面的改革创新，是新一轮出版竞

争的重点和难点。我们要用互联网的思

维谋划高质量的发展，转变观念，拓宽视

野，加快数字文明的进程。我们要用信

息技术改造、智能化的体系重构，提升传

统出版业的现代化水平；打破传统出版

业的发展瓶颈，在社会发展中创造新业

态新形态，提升出版业的知识服务能力；

拓展出版业的服务模式，提高传播效率，

丰富传播内涵，增加传播新途径和知识

容量，实现传统出版业的真正转型升级，

在传统出版业从过去时向现在将来时的

转化中，实现出版业高品质、高质量、高

效益的历史性飞跃，进而建设真正的出

版强国。

为增强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

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是我们伟大事业

的一部分，也是出版人的初心和使命。

我们要学习“时代楷模”的精神，像老英

雄张富清那样，坚守初心，牢记使命，不

改本色，积极奉献，用我们的优秀出版物

举起先进文化旗帜，凝聚起万众一心奋

斗新时代的强大力量，在建设社会主义

文化强国的历史征程中做出我们应有的

贡献。

（此文为《本色英雄张富清》序言,略

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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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晋鸣 光明日报社长三角地区党工委书记兼江苏记者站站长、高级

记者，第十二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获“全国

百佳记者”“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全国好记者讲好故事十佳选手”“全国

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等称号，多次获得中国新闻奖，入选中宣部“四个

一批”人才。北京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硕士生导师、河

海大学硕士生导师、二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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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政（光明日报总编辑）

这是一个英雄频出的伟大民族，

英雄伟绩仿佛栋檩承载时形成的巨臂

建构起民族的脊梁；这是一个楷模纷

涌的崭新时代，楷模丰功如同浪花飞

溅时抛洒的彩虹偾张着时代的血脉。

为了心中飘扬的那面旗帜，王继才走

进了人民英雄、“时代楷模”的行列。

一个从来没有服过正式兵役的人，

却注定一辈子与迷彩服做伴——民兵

也是“兵”，迷彩服让他把民的本分转化

成军人气质，又以民的身份尽到了兵的

职责；一个连女儿的婚礼都“无情”缺席

的人，却有着不一样的家国情怀——既

有往返交通的不便，更有“空岛”心神的

不宁，家就是岛，岛就是国，守岛就是卫

国；一个当初不知道进岛要待多长时间

的人，想不到上去一待就是32年——妻

子辞掉教职上岛陪守，大女儿小学辍学

照顾弟弟妹妹，小儿子在岛上由他冒险

接生，奉献的不是他一个人，而是一家

人、三代人；一个一生只干了守岛一件

事的人，却把每天升国旗做到了极致

——升国旗雷打不动，风雨无阻，成为

每天的头等大事。王继才用义无反顾

的选择诠释了人为什么活着，以凡人壮

举的事迹回答了人应该怎样活着；王继

才以默默无闻的付出在平凡的岗位上

书写了不平凡的人生华章，用无怨无悔

的坚守把自古难以两全的忠和孝定格

在为国尽责上；王继才以无字墓碑延展

着生命的长度，耸立起人生的高度，用

不朽魂灵永远守望着魂牵梦萦的开山

岛。泱泱大国的元首为之挂怀，亿万人

民的领袖为之动容，在习近平同志的倡

导下，王继才的先进事迹和奉献精神走

进千家万户，不断深入人心，成为新时

代奋斗者的价值追求。

如果生是机缘，每个人都有缘分，

不同的人可能活出不一样的精彩；如

果死属固有，每个人都无法抗拒，有的

人重于泰山，有的人轻于鸿毛。为了

心中飘扬的那面旗帜，深谙此理的光

明日报社高级记者郑晋鸣花了 14 年

时间结识、跟踪采访王继才，特别是

在近 5 年，凭深沉的“脚力”9 次上开

山岛，双脚踏遍了开山岛上的每一寸

土地，用脚步丈量了王继才无数次巡

逻留下的曲径；凭深邃的“眼力”观察

王继才夫妇在岛上饱含着酸甜苦辣

的点点滴滴，见证了王继才“生的伟

大，死的光荣”；凭深刻的“脑力”思考

王继才真实的动机和信念，捕捉隐藏

在平民英雄人格深处的初心伟力；凭

深厚的“笔力”写出广为人民群众点

赞、叫好的系列报道，其中的《坚守 32

年 王继才永远留在了开山岛》被中央

领导批示。

4年多前，刊登在《光明日报》2014

年 8 月 26 日第 6 版整版上的长篇通讯

《两个人的五星红旗——王继才、王仕

花守岛的故事》，连同当日头版头条的

《只为五星红旗每天冉冉升起 王继才

夫妇 28 年孤岛守海防》，读后让我深

受震撼。如今，同样的题目已经成为

王继才先进事迹和奉献精神的宣传品

牌，并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呈现在广大

读者面前。我作为报告文学《两个人

的五星红旗——王继才与王仕花的守

岛故事》首批读者之一，觉得它有三个

鲜明的特点。

第一，坚持党性和人民性有机统

一。新闻舆论工作事关旗帜和道路，

事关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

策，事关顺利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

事关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力和向心

力，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唯有坚持

党的领导，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才能切实提

高其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

力。这是新闻舆论工作的本质要求，

也是党性和人民性统一的内在逻辑。

报告文学《两个人的五星红旗》堪称用

明德引领风尚的精品力作，它融合了

精深的体系构划、精湛的布局打磨、精

准的信息捕捉、精到的情理阐释、精诚

的身心投入，凝聚了脚力、眼力、脑力、

笔力。王继才、王仕花夫妇的平凡举

动不是孤零零的、碎片式的、偶然的，

而是因果联系的、前后呼应的，偶然中

包含着必然，人们从中掂出了五星红

旗在两个平民英雄心目中有多么重的

分量。这不正是需要大力培育和铸就

的国家之根、民族之魂吗？

第二，彰显主体间性的价值观。

马克思有句名言：“人的本质并不是单

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

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作为

一个普通人，王继才在现实生活中同

样有着七情六欲，同样有着党员、支部

书记、民兵、哨所所长和儿子、丈夫、父

亲等社会及家庭多重角色之间的冲

突，并非一开始就是英雄的“坯子”。

报告文学《两个人的五星红旗》正是从

客观世界观照王继才其人其事、所作

所为，并从主观见之于客观的现实把

握中揭示了王继才从一个普通人转变

成一个英雄的鲜活际遇和清晰轨迹，

让人们从英雄逐步成长过程中与家

庭、与自然、与社会、与他人以及与自

己的交往、互动、磨合，领受到好人和

好事引起的理智感、道德感和美感，领

略到英雄人物精神辐射的真实、慈悲、

壮美，领悟到全社会渐浓的向真、向

善、向美风气。

第三，增强可读性，突出可习得

性。可读性是信息传播的生命线，在

融媒体时代尤其是这样。报告文学

《两个人的五星红旗》集作者对王继才

事迹通讯报道之大成，兼具可读性和

可习得性，它带给读者的远不止视觉

冲击，更多的是情感的交流和理智的

共鸣，是精神的交融和行为的示范，是

民族的交响和个体的享用。郑晋鸣在

37 年记者生涯中采写过许多先进典

型，如孔繁森、邱光华、赵亚夫、李银

江、景荣春、王强等，他们如同一尊尊

雕像伫立在百姓心房，如同一株株大

树矗立在人们身旁。对王继才夫妇的

采访和报道似乎也没有什么特别之

处，但两个人的故事感动了全国人民，

加之“写得很好，文笔生动、感情充沛、

文风朴实，没有八股气”的领导批示，

都让作者感受了又一次高峰体验，也

让他在不同场合的宣讲会上情不自禁

地说：“之前所有的付出都值了。”我们

有理由相信，该书的问世必将汇入中

国故事、中国力量、中国价值、中国精

神的时代洪流，以一书之力教化世人，

以无声语言感染社会。

（此文为《两个人的五星红旗——

王继才与王仕花的守岛故事》序言,略

有改动。）

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在国家出现危难之时，总有一些

人挺身而出，为国效力，这样的人，称为英雄。江西高校出版社联合新华出

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今秋以来推出了《本色英雄张富清》《两个人的五星

红旗——王继才与王仕花的守岛故事》等一系列描写英雄本色的优秀作品。

在这些作品中，有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60多年深藏功名的老英

雄张富清，也有坚守卫岛32年的王继才、王仕花夫妇。他们朴实纯粹、淡泊

名利的高尚精神，胸怀祖国、情系国防的爱国精神，公而忘私、顾全大局的奉

献精神，立足岗位、忠于职守的敬业精神，善良朴实、一诺千金的诚信精神，

深深地感动着我们。在新时代，阅读这些具有优秀品质和经典阅读价值的

作品，让我们一起感受英雄楷模光辉灿烂的力量。

《两个人的五星红旗——王继才与王仕花的守岛故事》由江西高校出版社

与光明日报出版社以全媒体的形式联合出版。习近平总书记曾对王继才同志

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王继才同志守岛卫国32年，用无怨无悔的坚守和付

出，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了不平凡的人生华章。我们要大力倡导这种爱国奉

献精神，使之成为新时代奋斗者的价值追求。”新时代需要英雄，光明日报优秀

记者郑晋鸣，牢记新时代新闻工作者的使命，深刻理解“四力”内涵，践行“四

力”，从2014年第一次采访王继才开始双脚踏遍开山岛上的每一寸土地，深入

采访、挖掘王继才这个典型人物，以报告文学的创作手法讲述了王继才与妻子

王仕花坚守小岛只为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故事，表现了他们胸怀祖国、情系国

防的爱国精神，公而忘私、顾全大局的奉献精神，立足岗位、忠于职守的敬业精

神，善良朴实、一诺千金的诚信精神。

书 情《本色英雄张富清》由江西高校出版社与新华出版社以全媒体的形式联合出

版。习近平总书记曾对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老英雄张富清60多年

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事迹感人。在部队，他保家卫国；到地方，他

为民造福。他用自己的朴实纯粹、淡泊名利书写了精彩人生，是广大部队官兵和退

役军人学习的榜样。要积极弘扬奉献精神，凝聚起万众一心奋斗新时代的强大力

量。”新华社湖北分社资深记者谭元斌在对张富清本人及其亲友进行多次深入的采

访后，以报告文学的手法加之真实的事例、生动的语言，讲述了原为普通人的张富

清如何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和弱点，成就其英雄的一生的故事，为广大读者展示了

一个深藏功名、不忘初心的本色英雄张富清的形象。

书 情

谭元斌 湖北巴东人，土家族，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2013年进入新

华社湖北分社工作，长期关注民生，通过报道推动解决基层实际问题。推出沈因

洛、张富清等重大典型人物报道，获得中央领导高度重视。业余时间开展文学创

作，回忆父母的散文《在纪念中复活》产生重大社会反响。

作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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