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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风送爽，菊兰飘香，正是读书
的好时节。当我们漫步书海，来到有
关军事图书园地，会发现一个令人瞩
目的现象——军事图书的主题出版占
据了特别重要的位置，这些图书围绕
党和国家、军队发生的一些重大事
件、重大活动、重大题材、重大理论
问题等主题，经过精心策划和编辑出
版摆上书架，的确是熠熠生辉，吸引
眼球，构成了中国出版园地一道亮丽
的军事文化风景线。

(一)

主题出版的华彩乐章是我们在各
种各样的媒体上可以看到的令人欣喜
的画面——在我军海外维和驻地的图
书室，在海军护航编队的舰艇上，在
火箭军的发射场上，在朱日和训练基
地的文化活动中心，年轻的官兵正在
捧读《习近平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
论述选编》《习近平关于深化国防和军
队改革重要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培
养“四有”新一代革命军人重要论述摘
编》《习近平论强军兴军》《习近平讲故
事》等图书。许多人可能不知道，这些
重要图书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到达
基层官兵的手中，是军队出版工作者
辛勤劳动的结果。他们深知，这是主
题出版的重中之重，必须以饱满的政
治热情，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加班
加点，保质保量地完成编辑出版图书
的光荣任务。目前解放军出版社已出
版了 22种，发行一千多万册。强军思
想如春风化雨，正在成为广大官兵的
行动自觉。

习近平同志主持军委工作以来，
军队围绕能打仗、打胜仗的目标，以
军事斗争准备为牵引，大力加强实战
化军事训练，实践创新信息化条件下
训练模式，加紧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
人才。在这方面，军事教材的出版起
到了强有力的保障作用，做到了“科
技兴军，教材先行”。近五年来，出版
各类军事教材近 200 种，1400 多万册，
这些实用教材很快摆在院校的讲台
上，出现在基层连队的图书室，来到
了热火朝天的训练场……

(二)

军队主题出版的响亮乐章是反映
十八大以来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
技兴军、依法治军的图书。有着优良
传统的军事出版工作者紧跟时代的步
伐，同步反映人民军队的重大军事行
动、重大军事变革和新一代军人的精
神风貌。军队文艺工作者在习主席文
艺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的鼓舞下，
重整行装，深入到改革强军的第一
线，汲取营养，潜心创作，推出了一
批讲强军故事，塑造强军人物的作
品。其中，以实战化对抗演习为背
景，展现训练改革的《子夜突击》；针
对部队训练中存在的问题真打实备，
跨战区机动到大漠深处进行对抗演练
的《十年一梦磨成剑》，围绕着时代前
沿课题，真实再现潜水艇官兵苦练战
法、战术，练就过硬本领，随时准备
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生死远航》；浓
墨重彩记录中国几代新型战机试飞过
程中一代又一代试飞员“忠诚、无
畏、精飞”的试飞精神，用实际行动
丰富拓展了强国强军梦深厚内涵的
《试飞英雄》……

在此期间，军队作家把笔触延伸到
了国际维和舞台上。像《极度危险》《大
国担当——中国人民解放军援塞医疗
队抗击埃博拉病毒纪实》等作品真实地
记录、书写了 2014 年那个难忘的秋天，
我军医务工作者是怎样冒着生命危险，
飞往西非大地进行最大规模的国际医
疗救援行动的。

在最近五年里，人民军队在科技兴
军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在高科技领
域，我们已经取得和正在取得的一项又
一项的高科技成果。无论是世界上运
算最快的计算机，还是独立自主的北斗
系统等众多领域，都吸引着军队的作家
和作者。仅以航天科技为例，一批军队
作家争先恐后地在这个领域辛勤耕耘，
创作出版了数量可观的作品。《中国女
航天员》叙述了刘洋、王亚平在实现航
天梦过程中的喜怒哀乐，勾勒出她们从
飞行员到航天员的成长轨迹。《震撼时
刻》则通过在现场的真实体验，描绘那

惊心动魄的一刻和前前后后的故事。
《为祖国出征》通过中国航天员的选拔
训练和飞向太空经历，深入探索了航天
员复杂的内心世界。透过《天宫一号归
来》，我们看到的是新一代航天人的奋
斗追求……同时，还有一批“两弹一
星”的幕后人物通过图书、期刊站在了
我们面前，比如，《为了蘑菇云的升起》
《核弹巨擘王淦昌》《邓稼先：许身国威
壮河山》《追星逐月孙家栋》等等，这些
人物用生命坚守铸就的“两弹一星”精
神，更加凸显了伟大时代的主题。反
映北斗卫星导航的系列科普丛书《上
曜星月——中国北斗 100 问》《下安物
望——北斗应用 100例》，则从科普的角
度，对国之重器——北斗导航卫星的科
学普及与应用作了详细的介绍。

(三)

十八大以来，军事主题出版的厚重
乐章，就是站在今天的高度开掘人民军
队辉煌的历史，寻找这支军队的红色基
因，寻找党创建人民军队的初心，为部
队的改革和发展提供重要的精神动力
和历史支撑。

这五年里，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周年、长征胜利
8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95周年、中
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周年，这些重大
的活动催生了一批回望历史的作品出
现。《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
《抗战史料丛书》《中国人民解放军战
史丛书》得以重新整理出版，使得已
经发黄的珍贵史料再次焕发了勃勃生
机。《回望东方主战场丛书》《和平鸽
绘本丛书》《长征绘本丛书》《红五星
绘本丛书》 等则是站在新鲜的角度，
回望历史，烛照今天，这些军事出版
物，在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
局纪念抗战胜利 70周年向全国推出百
部经典图书中占有 11种，在纪念长征
胜利 80 周年全国确定 17 种重点图书
中，军队出版社占有两种，在纪念建
军 90周年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
总局确定的重点图书中，解放军出版
社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丛书》《强
军进行时》 报告文学丛书也位列其

中。绘本 《远去的马蹄声》 登上了
2016 年央视开学第一课，绘本《虎子
军团》入选全国推荐的百度优秀出版
物等等。

我们评价一部作品，一本图书，有
多种评价体系。国家级的奖项自然是
一种权威的评价。在近五年的时间里，
军事出版物在“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图
书奖、鲁迅文学奖等评奖活动中屡屡获
奖。这些获奖作品几乎都是我们所说
的主题出版物。《父亲的雪山，母亲的草
地》通篇闪烁着精神信仰的光芒，展示
着代代相传的薪火，三卷本的《抗日战
争》站在 70年后的高度，解读中华民族
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每一
场重要战役战斗，这其中有多少值得我
们铭记的精神财富和深刻的历史教
训。《血祭》通过雪拉山上一个连队的视
角，贯穿了人民解放军进藏、西藏平叛、
对印自卫反击战、修筑青藏、川藏、黑昌
公路等重大历史事件，讴歌了几代驻藏
军人的牺牲奉献与异乎寻常的情感追
求。而小说《俄罗斯陆军腰带》讲述了
中俄两国军队联合演习期间的一段故
事，让我们看到了横刀立马的军人身上
的阳刚之气与磅礴之美。

如果说获奖是叫“好”的话，那么销
量的大小则是衡量一部书叫不叫“座”
的标志。我们欣喜地看到，近期主题出
版的作品同样很叫“座”。在各大书城、
各大网站图书销售排行榜上，军事类主
题出版物总是占有重要的位置，像《苦
难辉煌》《浴血荣光》这样的图书连续数
十周上榜，年度的榜单上也赫然在目。
新近出版、描写抗日战争时期阳澄湖 36
个伤病员之一的刘飞中将胸部的“一颗
子弹”和后来演绎为《芦荡火种》《沙家
浜》曲折经历的《一颗子弹和一部红色
经典》、寻访西路军最后的女战士写成
的《向东找太阳》等新作，也有着不错的
销量。这些作品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程度也是主题出版的新收获。

过去的五年，在人民军队的发展史
上是砥砺奋进的五年，是脱胎换骨的五
年。相信我们广大的图书出版工作者
要勇立潮头唱大风，跟上伟大军改的
步伐，创作出版更多更好的作品，无
愧于我们的时代，无愧于我们这支英
雄的军队。

浓墨重彩记录强军史诗
■董保存

画外音

《和平使者》（国画） 张 利、徐德明作

精品·心得

《和平方舟》

（油画）

王 睿作

这五年·军队出版新气象

近年来，伴随着我军使命任务的
拓展，中国维和军人的身影越来越多
地出现在国境之外，中国军队越来越
成为国家利益和世界和平的坚强维护
者。军队作家亦把笔触延伸到国际舞
台上——战火纷飞的维和战场、波涛
汹涌的护航征途、纷乱危急的撤侨过
程、抗击埃博拉病毒的生死一线等，
都成为他们的写作素材。一部又一部
题材新颖的作品彰显了中国军人的使
命担当和牺牲奉献精神。

长篇报告文学《护航亚丁湾》主
要讲述了中国海军在亚丁湾护航的经
历。为国家利益护航，为世界和平护
航。在首批护航的 120 多个日日夜夜
里，伴随护卫、应召支援、慑止海
盗、解救商船……官兵们一次次直面
生死考验，一次次兵不血刃化解危
机，受到了国内外舆论的高度评价，
为人民海军 60年发展史增添了辉煌一
页。

护航之路前途漫漫，不可预测的
风险更多。除了猖獗的海盗随时可能

威胁舰艇安全之外，变幻莫测的大洋
风浪，高温、高湿、高盐的恶劣气
象，以及后勤装备保障等，都是横亘
在中国海军面前的巨大考验与挑战。
事实上，在很多外国人眼中，从亚龙
湾到亚丁湾，从太平洋到印度洋，一
条 4000余海里的普通航线，是考验中
国海军执行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的一
个试验场，更是检验中国海军远洋能
力的一个淬火池。

长篇报告文学《极度危险》《大国
担当——中国人民解放军援塞医疗队
抗击埃博拉病毒纪实》，均是全景式反
映中国人民解放军援塞医疗队抗击埃
博拉疫情的优秀长篇报告文学作品，
也是中国首部由援非抗埃队员通过
“兵说兵事”形式自行撰写的纪实文
学，是援塞队员“冒着生命危险抢救
出来的文字”。书中以大量的第一线采
访资料，真实反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援塞医疗队直面生死，忘我工作，始
终坚持零距离观察治疗，以实际行动
彰显了“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

扶伤、大爱无疆”精神，向世界展示
了中国和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展示
了中国速度、中国标准、中国技术和
中国精神。通过这些书籍的出版，中
国军人在国际上的形象更加高大。

没有什么比生命更为重要。瘟疫
肆虐，生命大救援，风俗习惯各异，
考验着参加援助的中国医疗队。作为
这次行动的全景式记录，书中高度还
原了医疗队员们所面临的艰难险阻。
三批援塞人员克服医疗设备不足，当
地民众包括患者对预防病毒知识的无
知，以及病毒传染的高危风险等困
难，建成颇具规模的治疗中心，让病
毒基本得到控制，受到联合国世界卫
生组织和塞拉利昂人民的好评。大爱
精神，奉献与责任，是抗击埃博拉病
毒前线医护人员的精神体现，也是这
部报告文学所要阐发的思想主旨。

长篇报告文学 《中国维和英雄》
从这样一个真实事件写起：北京时间
2010 年 1月 13 日凌晨 5时 53 分，海地
强震。联合国驻海地稳定特派团大楼
瞬间倒塌，8 名中国维和人员被埋废
墟 。“ 中 国 赴 海 地 维 和 警 察 防 暴
队”——一个略显陌生的名词被突然
放大进入公众视野。10年维和，彰显
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8名中国警察，
为世界和平献出宝贵生命。2010 年 1
月 22 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命
令，追授李钦、钟荐勤、和志虹等
“维和英雄”荣誉称号。

作者是在海地大地震中遇难的 8位
维和烈士的战友、边防部队作家，他
笔下的内容涵盖了从缉毒勇士到维和
英雄，从缅北丛林到加勒比海岛国。
作品以来自中国禁毒斗争最前沿的云
南公安边防部队为主组建的中国第

六、第八支赴海地维和警察防暴队艰
苦维和的风雨历程为素材。鲜为人知
的异国风情、惊心动魄的战斗场面、
铁骨柔肠的家国情怀、强震之后的生
死救援、痛失战友后的顽强奋战，使
作品共同交织出一曲“责任、荣誉、
使命”的英雄壮歌。

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作品。如
今，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自信走在
大国崛起的征程上，这就要求军队文
艺工作者在深入生活中丰富对时代的
感受，在加深对历史的认知之上升华
对信仰的情感，及时追踪和把握时代
脉搏，在艺术创造中增强自身的文化
自信和文化自觉，进而更好地回应时
代的期待，在新的语境下创作推出更
多视角独特、表达新颖、思想深邃的
主旋律文艺佳作。

“大国担当”的文化自觉
■徐艺嘉

中国赴黎巴嫩维和部队营区的

一面墙上，两句标语令人心生感慨：

你迈出的每一个步伐都事关生死，

你走过的每一个足迹都描绘安宁。

“世界大同，天下一家。”中国始

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

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

军队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

量。为了这个目标，中国蓝盔挽紧

和平的臂膀，走向维和战场，把橄榄

枝伸向饱受战火摧残的土地。

挽紧和平的臂膀，中国蓝盔有

担当。在动荡的土地上，中国维和

官兵忠诚履行着监督停火、扫雷排

爆、筑路架桥、医疗救护、警戒护卫

等神圣使命。

挽紧和平的臂膀，中国蓝盔有

实力。走出国门的中国军人不仅

有“向北望星提剑立”的家国情怀，

也有“计利当计天下利”的世界情

怀，在国际舞台上塑造了大国军队

的良好形象。

挽紧和平的臂膀，中国蓝盔有

血性。“宁愿如流星陨落，也要让和

平的阳光照亮世界更多的地方。”

在中国维和官兵眼里，使命重于生

命，自1990年以来，中国军队先后

参与24项联合国维和行动，13名

官兵在维和一线壮烈牺牲。

天下并不太平，和平需要保

卫。强大起来的中国军队会更多

地参与联合国维和任务，用行动向

世界诠释——无私、无畏、无悔，大

仁、大义、大勇，我们是一支热爱和

平的力量！

(张晓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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