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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之上》：寻访父辈的足迹

○李红彦

最新一期《朗读者》节目邀请了新中

国第一代测绘人——国测一大队的郁期

青等人。在他们的朗读环节，节目播出

了 46 位牺牲在工作岗位上的测绘人名

单，他们有的没有留下一张照片，还有的

甚至连姓名都不详，但这并不妨碍他们

的伟大。

新中国刚刚成立时，在那段艰苦的岁

月里，我们为什么要去做测绘这项异常艰

难的工作呢？今天，再次翻阅海燕出版社

出版的河南籍作家鱼禾的新书《大河之

上》，情感激荡之中，似乎一点点理解了

“测绘”这项工作的重大价值和意义。

作者在序言中说：“唯有洞察，才能

和解。”书中的大河，指黄河。在我们的

认知里，这条被称为“母亲河”的大河，并

不是一条性情温顺的河，在漫长的历史

进程中，它不知吞噬了多少人的性命。

我们该如何与这个脾气暴躁的“家长”和

平共处呢？这是困扰一代代华夏儿女的

难题，也是一代代炎黄子孙的不懈追求。

数千年来，大河滔滔，如歌如诉。而

在这条逐渐归于平静的大河背后，又有无

数的中华儿女殚精竭虑、不辞辛苦，我们的

祖先，我们的父辈，我们的兄弟姐妹……对

于黄河的治理，固然是人与水的较量，但又

何尝不是人与水的妥协？时至今日，“人类

进入文明时代以来，花了数千年的时间才

领悟必须与河流和平共处的道理”。从新

中国第一代测绘人到全民参与挖河，背后

是多少人的心血和汗水？

这条滔滔大河，已不仅仅是一条地

理意义上的河流，更是一条孕育了华夏

文明、承载着父辈沉甸甸苦难和希望的

民族之河，或者说父亲之河、母亲之河。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书中“母亲的

南河”一章，作者讲述了母亲挖河的经

历。挖河，其实母亲说不清楚，究竟去哪

里挖河，只记得很远很远，走了好几天才

走到。走，是真的徒步走。但是可以确定

的是，挖的肯定是黄河的某个支流，大概

是清沙，或者筑堤。总之，母亲说不清楚，

也记不清了。母亲那时候还是个刚刚过

门的十七岁的新嫁娘，便跟着大家伙儿去

挖河。提起那段岁月，母亲絮叨最多的不

是累，而是饥饿。那时候，天天干重体力

活的人们，一天三顿都是红薯叶稀汤，外

加一个黑面饼。而这个十七岁的新嫁娘，

为了给成分低的“我”姥爷省出一口粮，硬

是把每天的黑面饼留给了姥爷。那是怎

样一段艰苦的岁月啊！“母亲说起那时候，

总是这样开头：那时候，当个人真是受罪

啊！”那时候，极度的劳累和极度的饥饿同

时发生，对于一个年轻女孩子而言，太严

重也太悲惨了。那时候，母亲最大的心

愿，就是在延津街头，能买一个刚出炉的

火烧吃，可是，她从来没吃过。艰苦，似

乎是那一代人必须承担的命运。

为了创作这部作品，作者鱼禾进行

了十几次的黄河实地调研考查，对黄河

中下游交界带沿岸多次实地走访，分别

从河流地理、历史人文、黄河水患及其治

理等角度，选取黄河源头、黄土高原、河

南境内黄河历史泛滥区等作为支点，对

黄河做了多侧面、多点位的刻画。

作品最后，作者以“深呼吸”作结。

这一章中，作者浓墨重彩地描写了黄河

中下游的一些天然湿地及优美环境，介

绍了黄河边一个最重要的城市——郑州

近几十年的发展史及其美好远景。作者

还着重写了这个星球要进行“深呼吸”的

意义。

这部作品视野开阔，格调明亮，文学

功底深厚，对往事的回忆哀而不伤，具有

动人心魄的文学品质与文学表达，既是

弘扬黄河文化、讲好黄河故事的优秀作

品，也是敬献给父辈的精品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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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人类战“疫”史》：人类战“疫”史中的苦难与奋斗
○潘 高

从古至今，人类遭遇了无数瘟疫，人

类发展史就是伴随着各种各样的瘟疫层

出不穷的历史。2020年5月18日，习近平

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

上的致辞指出：人类文明史也是一部同

疾病和灾难的斗争史。病毒没有国界，

疫病不分种族。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

各国人民勇敢前行，守望相助、风雨同

舟，展现了人间大爱，汇聚起同疫情斗争

的磅礴之力。

怎样引导广大青少年了解人类与瘟

疫的历史、了解一般的科学知识与常

识？《极简人类战“疫”史》致力于打造一本

适合中小学生快速了解瘟疫的图书，该书

内容深入浅出、简单明了，设计文图并茂、

轻松简洁。读者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把

握人类战“疫”史中的苦难与奋斗。

人类战“疫”史是人类的苦难史，书中

全面记录了截至目前人类发展史上的12

次大疫情。从鼠疫、天花、霍乱到目前还

在肆虐的新型冠状病毒，每一次疫情都造

成成千上万的百姓死亡，至于社会动荡、

经济萧条、国家衰落、文明消亡也不乏案

例。而战“疫”过程往往也是一波三折，人

们只有不断探索，才能取得最终胜利。

人类战“疫”史也是人类的英雄史。

在对抗每一次瘟疫的过程中，都会涌现出

一大批的最美“逆行者”，他们临危不惧、舍

生忘死挽救生命，完美诠释了医者仁心和

大爱无疆。例如：被公认为“鼠疫斗士”的

伍连德，采取科学果断的措施，用4个月时

间，控制了东三省疫情。免疫学的开辟者

爱德华·琴纳于 1796 年成功进行牛痘接

种，而牛痘被称为“天花的终结者”，他是在

科学基础上征服传染病的先驱。1905年，

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科赫，发现

了造成霍乱病流行的罪魁祸首——“有

一点弯，就好像是一个逗号”的杆菌。

人类战“疫”史也是人类的创新史。

每一次抗“疫”，都伴随着医学科学发展

和医疗技术进步，甚至会促进医疗体制

的改革。斯诺的霍乱地图、“逗号杀手”

的现行、免疫学的开端、埃博拉疫苗的诞

生等无不包含着科技创新的力量。可以

说，每一次抗疫的胜利都是科技创新的

胜利。现如今，病毒溯源、药物筛选、救

治方法创新和疫苗研发都普遍采用了科

技手段，科学防治、精准施策也成为人类

战“疫”的共识。

人类战“疫”史也是人类的奋斗史。

人类早期一度把瘟疫归之于超自然神

力，但经过长期战“疫”，人们逐渐了解瘟

疫，认识到“预防胜过治疗”。而细菌理

论的建立、病毒性疾病的发现、防疫手

段 的 提 升 和 不 计 其 数 救 助 成 功 的 案

例，都证明了在与瘟疫的较量中，人类

已经获得了巨大的胜利。但残酷的是，

一些过去的瘟疫还没有完全消失，甚至

迄今为止尚无特效治疗药物，而新的病

毒却还在不断出现。这就需要一代又

一代持续奋斗下去，直到彻底取得战

“疫”的最后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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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辽博日历》精准再现国宝风姿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近日，辽宁美术出版社2022《辽博日历》出版发行。辽宁省博物馆的文博

专家为每件文物配以精妙的文字解读，辽美社凭借70余年积淀的对色彩和图像处理的超强功底，精

准再现国宝风姿。日历中日期、节令等处文字均集自古代名家书法、碑刻精品，艺术与文物相得益彰，

读者欣赏之余还可临摹研习。

辽宁省博物馆前身为1949年7月7日开馆的东北博物馆，是第一座由人民政权建立的博物馆，是

中央与地方共建的国家级博物馆。它以藏品丰富、特色鲜明而享誉海内外，馆内珍藏有包括《簪花仕

女图》、《虢国夫人游春图》、商代兽面纹大鼎、鸭形玻璃器等顶级藏品在内的文物近12万件，其中珍贵

文物数万件。今年，辽宁省博物馆在顶级文物云集的“古代辽宁”陈列展中的2200余件组展品里精选

出365件组汇编入历。从28万年前的金牛山化石到清代的皇家龙袍，数十万年的光阴在2022年《辽

博日历》中缓缓回放。

《辽博日历》封面采用红色丝纹布面烫金，喜气祥和，护封印有大气稚拙、工艺精湛的商代方鼎，彰

显“天辽地宁，大器辽宁”主题。古朴端庄的竖版内文设计，散发浓郁的传统书卷气息，扉页裸脊包背

细线烫金，工艺精湛，可180°摊平摆放，更易于翻阅品鉴。日历每月皆有月份主题扉页，日历侧面均

有月份设计，可以轻松翻阅到该月位置。每日均有文物高清图片和文字介绍，日历内页设计有更多的

留白空间，自由记录随笔感悟。 （田红媛）

《辽博日历》辽宁美术出版社2021年9月版/98.00元

谱写红土地脱贫攻坚的动人篇章
○李洪华

在“史无前例”的脱贫攻坚战中，江

西这片孕育过中国革命的红色热土，勇

立潮头，敢为人先，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

的动人故事和辉煌篇章。彭文斌新著报

告文学集《绽放》扎根赣鄱大地，聚焦扶

贫现场，以强烈的时代使命感和鲜明的

人道情怀描绘了一幅幅红土地上脱贫攻

坚的壮美画卷，生动呈现了红土地儿女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道

路上生命绽放的绚丽色彩。

《绽放》的最动人处在于塑造了一批

在脱贫攻坚实践中埋头苦干、拼命硬干

的“脊梁”式人物。他们在这场看不见硝

烟的战场上，攻坚克难，无私奉献，绽放

生命，不负人民，充分彰显出中华民族一

脉相承的精神追求和赣鄱大地赓续至今

的红色基因。“咱们的黑摇”程扶摇，毅然

放弃外企高薪，主动回乡报效桑梓，在脱

贫攻坚的伟大实践中实现自己“扶摇直

上”的远大抱负。“郎中书记”谢士发一边

“背着药箱，奔走在故乡的土地上”，一边

领着父老乡亲修路、建房。“好人”廖德熙

放弃退休前的安逸生活，主动请缨到深

山扶贫，白天带着工作队进村入户，晚上

挑灯夜谈，宣传奖励补助政策……他们

虽然没有气壮山河的英雄壮举，但却无

一不是在用赤子情怀演绎感人的脱贫攻

坚故事，诠释伟大的脱贫攻坚精神。

《绽放》的动人之处不只来自扶贫干

部无私奉献的牺牲精神，更来自他们“不

负人民”的真挚情感。程扶摇既是工作

上忘我的“黑摇”，也是生活中细心的“暖

男”，“咱们的黑摇”，虽是周围群众的一

句普通昵称，但却蕴含着不平凡的情感

浓度。万学贤既是一心扑在岗位上的

“工作狂”，也是行走在瓜畲山水间的“爱

心使者”，“别急，有我在呢”，不只是万学

贤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更是贫困户们最

爱听的暖心话。肖新泉用“阳光一般灿

烂的笑脸”为罗田“代言”，陪孤寡老人聊

天，送留守儿童上下学。李俊敏对兰溪

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走村串户，听听村

民的心窝子话，这些习以为常的生活点

滴，浇灌出了他与兰溪父老乡亲之间的

血脉亲情。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

夫？”《绽放》中，作者在着力叙写脱贫攻

坚故事的同时，并没有回避这些先进人

物的日常情感。初为人父的程扶摇在诗

歌中饱含深情地写道：“那一年/他成了父

亲/却幸福得像个孩子。”在父母眼里，万

学贤是个名副其实的孝子，再忙也会找

时间陪父母聊聊天。万籁俱寂的夜晚，

李俊敏呆呆地看着妻儿的照片，回忆那

些美好的片段。仿佛生前的约定，一见

钟情的吴应谱和樊贞子在脱贫攻坚的征

程中携手成为“彼此的唯一，彼此的最

爱，彼此的依靠”……彭文斌笔下的扶贫

干部既胸怀“不负人民”的大爱，也不乏

“执子之手”的儿女情长。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精神，一时代有

一时代之文艺，歌唱祖国、礼赞英雄的爱

国主义从来都是常写常新的永恒主题。

《绽放》中的主人公们都是赣鄱大地脱贫

攻坚大决战中涌现出来的代表人物，他

们舍小家为大家，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

兢兢业业，无私奉献，为共同富裕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付出了自己的

青春、热血和生命，作者以饱含深情的笔

触从不同视角、不同侧面，生动再现了这

些新时代“最可爱的人”在日常工作、生

活中的典型片段和精彩瞬间，谱写出红

土地上脱贫攻坚的动人篇章，无疑是同

类题材中别具一格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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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个角度看历史，读出历史新元素
○耿新超

刚拿到大象出版社出版的《失败者：

被遗忘的历史》这本书时，受它色彩深邃

的封面设计影响，尤其腰封上那句“愚者

守道而失路，智者离路而得道”，让我先入

为主，认为这是一本学术性极强的书。当

我认真读完全书，被书中一个个人物的生

平故事吸引、触动，进而回味、反思，才发

现这本书别出心裁的选题切入角度、夹叙

夹议的阐释方式、通俗

幽默的语言风格，非常

适合茶余饭后翻看，同

时又耐得住细品与咀

嚼，说有收藏价值也不

为过。

当今社会，人人都

渴望成功，对成功者敬

仰、膜拜是人之常情。

历史上一向就少有失

败的英雄，市面上大

多图书都是描述那些成功者的，而此书

则为28 个寂寂无名的小人物、失败者和

配角做了传记，时间跨度超过 2600 年，

另附有一篇有关“嘉庆十年进士”的群像

描述的文章收录在附录里。这些人物都

是历史上确实存在过的，他们的经历都

与当时的历史重大事件有着或多或少的

联系，虽然人微言轻甚至不值一提，在历

史的大潮中连个水花都算不上，但他们

的经历从另外一个角度为我们展现了历

史的面貌。

该书作者借小人物、失败者和配角的

视角，观察历史、分析历史，挖掘历史的真

相。从后记中，我清楚地感受到作者想要

传达一个观点：如果想要全面描绘历史，

就不能只盯着那些风云人物，毕竟小人

物、失败者和配角更能说明历史存在的问

题。作者在书中记录了一个个鲜活的人

物，通过他们的经历呈现了烦杂历史的另

一个侧面，暴露了某个历史阶段中的问

题，窥探这些被历史遗忘的角落，使他们

的命运具有更深刻的意义。我印象最深

的是《杨凝式：做疯子比较轻松》一文。显

赫门阀出身、极具才华的贵公子，历经六

朝，杨凝式却每次都在进入权力核心时发

疯，在远离权力核心后恢复正常。在作者

不紧不缓的叙述中，我们知道杨凝式为何

不停地在疯癫和居宰相之位之间频繁切

换。或许作者想要传达给我们的一个理

念：“历史的智慧不单单存在于帝王将相

身上”，在一些并不为我们所熟知或者已

被大多数人遗忘的人物身上，我们反而能

发现更多的历史真相，他们的人生经历

“可能更有助于后人修正人生道路，解剖

现在，认知未来”。

该书用轻松的叙事笔调讲述每一个

人物的生平，起伏跌宕间恰到好处地插入

或诙谐或严肃的议论

和思考，给读者留下

很多回味的余地。每

一个故事就好似一杯

香茗，入口甘甜，回味

无穷。比如《文璧：生

活还得继续》一文。

文璧作为文天祥的二

弟，在大哥的光环影

响及与大哥截然相反

的历史选择对比下，

不为大众所知、不为大多学者所容。但

是，文天祥起兵报国不能顾家行孝，文璧

代之；为免惠州百姓遭遇兵燹，文璧选

择投降；为保南宋遗民、修复战争创伤，

文璧选择奉召任职。文璧的选择应该如

何评价？诚如作者所论：“后人置身历

史情境之外，不明当时实情，贸然评价是

不公的。”像这样引人深思的段落，全书比

比皆是。

这是一本失败宝典。28位历史人物

总结出的失败经验，让我们读懂失败、正

视失败、不惧失败。

这是一本避坑之书。别人的成功我

们未必可以复制，但失败者的遭遇我们完

全可以规避。

这是一本揭秘之书。28位被历史洪

流湮没的人生便是 28 枚彩蛋，能让我们

重新发现历史、发现真相、发现自己。

这是一本补全之书。厌倦了成功学

的泛滥，这本失败学的宝典定会让人眼前

一亮，对人生看得更全面、更细致。

这是一本有关“小人物”的故事书，我

们从中认识了文天祥的哥哥、张九龄的父

亲、帝国的弃子刘保……还有芸芸众生的

我们，我们共同汇聚成为历史的洪流。

有些历史已被我们遗忘，但这本书你

一定不要错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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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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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璐

有这样一位充满正能量的“小伙子”，

他既真诚又开朗活泼，既勇敢又充满智

慧。他自带主角光环，轻轻一跃，跳入小

朋友们的眼帘——他就是“羊驼麦卡”。

近期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为小

朋友们带来了澳大利亚著名绘本作家马

特·科斯格罗夫创作的“羊驼麦卡”系列绘

本（共 4 册）。这套装帧精美的儿童绘本

用精彩的文字和图画编织出了轻快悦耳

的美妙节奏；可爱的主角——羊驼麦卡与

他的好朋友们共同为大家演绎出一个又

一个精彩的故事。

“羊驼麦卡”儿童绘本

系列的创作灵感皆来源于

创作者马特·科斯格罗夫的

真实生活。除了精彩有趣

的故事内容之外，在创作过

程中作者也使用了很多精

妙的创作技法，对图画色彩

的运用独具匠心。澳大利

亚著名心理学家维尔纳曾

实验证明：儿童，特别是低

龄儿童，对于事物的认识、

辨别、选择多是根据对视觉

有强烈感染力的色彩进行

的。马特·科斯格罗夫恰恰是这样一位善

于使用色彩表现故事情绪的绘本创作者，

在《羊驼麦卡》中，他用大面积明黄色背景

烘托麦卡内心对健壮的美洲驼哈默的赞

赏；用红色烘托哈默暴戾的“臭脾气”；用

蓝色与绿色烘托麦卡的冷静和机智……

跳跃多变的大色块如同乐曲中的间拍节

奏，有韵律地穿插在绘本故事中，推动着

故事情节前进，更好地渲染了故事情绪。

儿童是一群离本真很近的读者，色彩的运

用在儿童绘本创作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

用,当孩子在阅读“羊驼麦卡”时，明快的

色彩可以激发他们的视觉感官潜力，推动

审美感觉的发展。

除了明快的色彩之外，作者也十分善

于在故事中用连续的分镜图画表达简短

的、快节奏的故事情节。在《叠呀叠，叠羊

驼》中，用 4 个幽默的连续分镜描绘了麦

卡3位侄儿的顽皮，他们抢玩具、玩食物，

把麦卡的家弄得乱七八糟，用这样的分镜

来表现连续性的故事内容与紧凑的情节，

让孩子在阅读过程中随着情节发展产生

紧迫感，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故事内涵；

在《麦卡的节日爆竹》中，作者又用极富

韵律感的连续分镜，生动描绘了麦卡和

朋友们一起做圣诞节装饰

的情节，画面中的连续分镜

不仅表现出了丰富的故事

细节，更通过有节奏的连续

画面渲染出圣诞节前夕欢

快的节日气氛，让孩子在阅

读过程中感同身受。在马

特·科斯格罗夫这次的创作

中，我们还能看到很多这样

的组合分镜，不仅给这套绘

本增添了诸多趣味性，也锻

炼了孩子的读图能力。在

现代教育体系中，读图能力

已经成为孩子必须具备的

能力，“羊驼麦卡”系列绘本在连续的大

场景和分镜转换中锻炼孩子有顺序地阅

读画面，并在大脑中形成完整的故事逻

辑；孩子在体验充满游戏性想象、理解、

实践、探索、同理的过程中，促进他们的

心理发展。

“羊驼麦卡”绘本系列在看似简单的

故事内容情节中包含了无限的想象空间

与延展性。马特·科斯格罗夫在文字与图

画之间编织出美妙的节奏，创造出了乐观

向上、心胸宽广的“麦卡”，给孩子们创造

了一个充满正能量的童真世界。

自带光环的“羊驼麦卡”

大眼睛童书·“羊驼麦

卡”系列绘本 江苏凤凰少

年儿童出版社2020年10

月版/159.20元（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