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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醒的力量
关键词 民族觉醒 共产主义 爱国主义

■高小立

三个阶段“觉醒”的精彩递进，让我对长篇历史小

说《觉醒年代》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以《新青年》创刊为标志的新文化层面的觉醒，是

第一阶段。该书向读者艺术地展现了无政府主义等

思潮和陈延年工读互助社难以为继等具体案例，冷静

剖析了上述多种所谓的救国道路在中国“水土不服”

的现实。

主义与行动的“觉醒”，是第二阶段。从李大钊在

《新青年》发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宣告“试看将来

的环球，必将是赤旗的世界”，到创办《每周评论》，系统

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在北大红楼创立中国第一个马克

思主义研究会，这一系列行动完成了主义层面的觉醒，

随后全国乃至海外纷纷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而行动

层面的“觉醒”，其标志则是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

动，这一运动以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爱国主义立场掀开

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大幕，文化觉醒开始走出象牙塔，

走向各个阶层，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姿态登上历

史舞台。

道路的“觉醒”，即以“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为标志，

通过毛泽东屹立船头破浪前行的象征画面，寓意了共

产主义的乘风破浪、薪火相传，这是第三阶段。

这样三个阶段的“觉醒”，仿佛一波高过一波的海

浪，把作品的感染力和思想力不断推向高

潮，让我在阅读中久久不能平息。

小说《觉醒年代》紧扣“觉醒”二字，以

《新青年》“三驾马车”陈独秀、李大钊、胡

适从相识、相知到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

奇故事为叙事主轴，辅以毛泽东、陈延年、

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周恩来等热血爱

国青年追求真理、不懈探求国家民族新生

道路的坎坷经历，把虚实程度不同的若干

人物置于波澜壮阔的宏大时代，令人信服

地揭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事实：中国共产

党的成立不是偶然的，它是自鸦片战争以

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人民

在救亡图存斗争中顽强求索的必然产物，

也是中华民族在追求复兴的道路上不断

觉醒的必然产物。

个性化人物的成功塑造同样能够让人发出由衷赞

叹。面对众多革命历史人物和纷乱复杂的重大历史事

件，龙平平凭借深厚的党史底蕴、翔实的史料挖掘、鲜

活的人物描摹、虚实相间的故事演绎，引领读者沉浸于

波澜壮阔的时代氛围之中，为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

等革命先驱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和抛头颅洒热血的伟

大革命情怀而感动，进而对他们产生深深的敬仰和崇

拜。在准确捕捉人物心理细微变化的过程中，龙平平

将革命者的人性与生活中的烟火气紧密结合，摒弃扁

平化、脸谱化的表现方式，以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多角度

笔触丰满了人物外在形象和内在性格，其极具影像感

的艺术风格在书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因此，我

们看到的鲁迅既有横眉冷对千夫指的一面，又有曾经

颓唐地遁入碑帖考据中的一面；我们看到的胡适，既是

大力提倡新文化运动和杜威实验主义的信徒，又是为

了“孝”字毅然与美国女友分手，遵母命回到安徽老家

成亲的传统臣服者；我们看到的陈独秀，既是叱诧风云

的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又是对一度信奉无政府主义的

儿子陈延年与陈乔年无可奈何的父亲……这样表现出

来的人物就显得丰满而立体，格外具有文学张力。

在将视听艺术转化为语言艺术的过程中，长篇历

史小说《觉醒年代》很好地满足了读者作为鲜活个体所

富有的极大主动性的想象需求，有力地证明了文学作

品具有极大魅力，能够带给读者良好的文学阅读体验。

《觉醒年代》

龙平平著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21年12月版

定价：13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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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爱武

“文章合为时而著”，这意味着文学是对时代的

一种关注、对现实的一种关切，新时代的伟大实践

为当代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沙志亮作为

一位时代感极强的纪实文学作家，灵敏地捕捉到时

代跳动的脉搏，紧扣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坚决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的强军思想、外交思想，积极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等重大事实，撰写出长篇报

告文学《和平方舟——人民海军866医院船使命任

务全记录》。

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是新时代闪亮的“中国名

片”。手捧散发油墨清香的《和平方舟》，我仿佛成

为“大白船”在另一个意义上的船长，可以松开操控

船舵的双手，稳稳地将“大白船”停靠在风平浪静的

港湾。“大白船”亮丽的身影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

去，于是，我决定将和平方舟背后的故事与大家分

享，以助力读者朋友更好地了解和平方舟的血性与

柔情。

素材取舍，如茶喝三道：第一道,苦若生命；第二

道,甜似爱情；第三道,淡若轻风。和平方舟 9 次出

访，所到之处，感人的故事多、涉及的人物多、细节

的刻画也多。宏大叙事中蕴含作者的深情，放弃哪

一处都不舍，“文喜见山不喜平”，初稿用力过于平

均，有些光芒被浓密的树荫所掩盖，只播撒下斑驳

的光影，让人意犹未尽。经再三商榷，我们在润色

时设置了四个准则：

第一，提炼材料要从国家精神、时代精神、民族

精神三个方面进行内容提升，加强层次感，塑造中

国军人当好强军思想的实践者、大国形象的代言

者、人类命运的守护者、民族文化的传播者群像。

我们压缩了一些到访国的介绍性文字，把重点放在

中国军医精湛技艺及担当精神、人道主义情怀上。

2010年，和平方舟第一次抵达孟加拉国吉大港时，

一位患有心脏病的年轻孕妇，请求手术支持。医院

船迅速成立医护小组赶往当地医院，顶着压力，冒

着极大风险，将一个新生命接生到人间。女孩的父

亲感激涕零，给女儿取名China，让她永远记住“中

国妈妈”。

第二个准则是通过典型人

物、典型事件，突出中国军人风

采。如果多个人物的描述都是

从一个维度出发，我们选择立足

于体现和平方舟精神的典型，让

读者去体会背后的故事。在执

行“和谐使命-2010”任务的官兵

中，有个特殊的群体——由24名

女性组成的女舰员海上实习

队。这是中国海军首次组织女

舰员随船远航实习，她们创造了

多个第一，她们的风采展现在大

洋上。

第三个准则是注重文学创

作的特殊性，加强细节刻画，体

现中国军人的血性与柔情。9次

出访，经历太多的离别与不舍，

最后我们从相似的事件中抽离

出“感人+震撼”的细节进行细腻

刻画，为和平方舟上的指战员和

医务人员群体塑像。作者用平

行蒙太奇的手法交叉叙述。海上实习队指导员郭

志芳离开未满百天的幼子，是那样不舍；5个多月归

来后，哭得声嘶力竭的儿子，就是不让妈妈抱；1个

小时后，当儿子刚刚适应妈妈时，郭志芳却又不得

不登上远征的舰艇。船长郭保丰是一个极具代表

性的人物，他始终心怀对年幼儿子的思念，以及对

因癌症去世的年轻妻子的愧疚。他将自己对亲人

的爱凝聚成对祖国、对世界的大爱，用切实行动诠

释着大爱无疆。

第四个准则是选取典型案例或主题，移步换

景，让“大白船”驶进我们心灵深处。和平方舟9次

出访全记录这一使命任务重大，时间跨度长，参与

人员众多，医学技术密集，牵涉面广。沙志亮老师

巧妙设计，采用A卷、B卷交叉分述的创新形式，将

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执行的使命任务徐徐展开，缓缓

道来。A卷撰写的是他的“和谐使命-2015”亲身经

历，B卷记述的是另外8次使命航程，转换自然，衔

接贴切。随着主题话语的牵引，和平方舟近14年的

生命历程，如同一幅清明上河图般呈现在读者眼

前，令人赏心悦目。

于平淡中见波澜，于细微处见真章。封面设计

融作品张力与艺术感染力于一体，兼具强烈在场

感、代入感。封面设计时，我们与美编多次讨论，决

定以866医院船为背景，绘制出和平方舟用真情犁

出的守望相助、休戚与共的“心形”航迹，展现这部

作品的在场感与震撼力。我们的构思却被沙志亮

老师直接否决。他要体现“大白船”上红色的大十

字，方能展示和平方舟这艘“明星舰”的魅力。

最终，在安徽出版集团朱寒冬总编辑的指导

下，我们将书名与红色大十字相互映照，用巨大的

“V”字形隔段，衬托“大白船”走遍六大洲三大洋，筑

梦深蓝，走向世界的画面。再采用金色的腰封增加

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与厚重感。同时，为了让读者对

“大白船”的构造有一个整体上的认知，我们特意选

用了“大白船”的现场照片，制作成一张三折的彩色

拉页置于正文前。如此，这艘“大白船”便像一首慢

声低吟的长诗，以一份“路漫漫其修远兮”的探索，

以及一份“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的从容和淡

定，驶入越来越多人的心灵深处。

驶入心灵深处的“大白船”
关键词 和平方舟 医务人员 强军思想

《和平方舟——人民海军866
医院船使命任务全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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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碳中国，未来已来
关键词 科幻小说 气候变暖 碳中和

■吴岩

人人都想知道未来，想跨越时间去看看

10 年、20 年、50年甚至100 年之后的生活是

怎样的。

我记得小时候看过一本科幻小说，里面

写到一颗流星坠落地面，两位天文学家跑去

观察。当他们接近这颗陨星的时候，尚未熄

灭的灰烬中升起一股淡淡的白烟，两人立刻

被这股好闻的气味包围，昏昏睡去。不知过

了多久，他们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正躺在

医院的白床单上。护士给他们注射了一种

针剂，让他们再睡一会儿以恢复体力。再次

醒来的时候，他们发现房间里的设备是自己

从未见过的。护士向他们祝贺，说他们已经

在这里躺了整整100 年！原来，陨星上的白

烟是一种少有的自然迷幻剂。他们在睡着

的同时，身体机能逐渐下降，成功抵达了未来。在未

来，人类过着非常富足的生活，创造了高度发达的科

技，还联络到了外星文明。

这本小说在多大程度上让我爱上科幻，爱上科学，

爱上天文学，爱上一切神秘的事物并想穷尽一生去探

个究竟, 我自己都不知道。

《零碳中国》的内容也是关于前往未来旅行的。书

中的未来没有我上述故事中的未来那么遥远，仅仅前

进了不到40 年，但这也足够惊人了。假设你现在只有

10 岁，40 年后你已经到了 50 岁，你会过上怎样的生

活？你会看到怎样的中国？如果你已经产生了兴趣，

就应该赶紧阅读这个故事。

《零碳中国》虽然谈到了未来，但这个未来是从我

们此时此刻的生活开始的。

也许你早就知道，困扰我们时代发展的一个重大

问题就是不断加剧的温室效应。可别小看全球变暖，

它造成的影响比你想象的要可怕得多。科学家计算

过，整个地球的温度哪怕仅仅上升0.5 摄氏度，气候就

会受到很大影响：农作物的病虫害随之增多；冰山融化

导致海平面不断上升，一些邻海区域将会被淹没……

可想而知，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和动物的生存状态会发

生巨大改变。如果温度继续上升，将会导致洋流不再

继续流动，地球最终会失去自我控制的能力，新的冰河

时期随之而来。

而这些触目惊心的景象，正是书中主人公阿和在

“游戏”开场时体验到的，也是让他下定决心参加零碳

行动的原因。在行动过程中，他发现了一个对抗零碳

行动的组织——黑金军团，他们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

不惜牺牲地球的未来。阿和与自己的伙伴们站在正义

的一边，和零碳战队队员一起打赢了这场地球保卫战，

最终带着碳中和的美好愿景回到了自己的时代。

说完书中的故事，我想转过来谈谈这部作品的作

者。陈楸帆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在许多科技公司

工作过。这些经历让他在创作时可能会比其他人更能

感受到科技对现实产生的巨大影响。我看过他的《荒

潮》和一些短篇小说，每一篇都有精妙的设计，这些作

品在海内外都有很多读者。

这部作品是他“跨界”少儿科幻的一次有益尝试，

他很成功地把科普和科幻融合在一起，让大家在有趣

的故事中理解科学概念，学到许多有关低碳生活的技

能。这一点尤其难能可贵。

科幻小说吸引人的地方就在于，我们可以追随书

中的故事去游历炫酷无比的未来。这部作品的主人公

见到许多种科技创新，还穿越时空来到宇宙大爆炸开

始前的时刻，在一系列发人深省的对话和思考中，我们

更清晰地意识到当前零碳行动到底意味着什么。希望

这些有意思的故事能让你流连忘返，也希望这些故事

能或多或少地影响你自己的未来。

《零碳中国》

陈楸帆著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22年5月版

定价：3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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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向阳

江南大学设计学院殷俊教授于

2019 年 11 月在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了专著《中日动画艺术创作风格比较

研究——以20世纪60至80年代为研

究线索》。

该专著的主要研究成果有5个部

分。第一，对中日两国动画艺术创作

理念及题材进行定性与定量的分析比

较，归纳出各自的发展轨迹、特点及差

异。第二，对中日动画艺术创作的造

型风格展开研究与分析，通过对比中

国动画造型风格的写意性特点与日本

动画的写实性特色，总结出各自在动画创作中的艺

术倾向和设计思维。第三，对中日动画艺术创作的

叙事结构展开研究及分析，通过对中国动画的叙事

“四段式”结构和日本动画的叙事情节组织特点进

行剖析与对比，总结出中日动画叙事结构的特征及

在故事组织形式上的差异。第四，针对中日动画艺

术创作视听语言展开研究与分析，分别围绕中国动

画的“去电影化”与日本动画的“电影化”展开论述

与剖析，在案例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出两者在视听

语言艺术风格处理上的差异。第五，进行了中日动

画艺术创作风格比较后的思辨，从文化、政治、经

济、教育等因素，展开思考与辨析；最后，综合前面

论述的基础上，提出结论与展望，通过对影响中日

动画发展的各种因素进行剖析，总结出国产动画艺

术创作中的经验教训，从宏观层面对中国动画发展

方向进行展望，从而为中国动画艺术的创作创新与

发展寻找到新的途径。

这些观点新颖、独特，以更高的视野和崭新的角

度审视、比较中日动画，对更好地发展中国动画提出

建设性的建议。在中日动画发展史的宏观视阈下，

对其进行谛视、分析与比较，对于建构动画理论框架

和完善动画史的研究都寓意深远，具有很高的学术

价值。该成果还被相关高校、企业研习与采纳，对高

校的动画专业建设和学科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

用，同时推动相关企业提升了内容创作的质量和水

平，提高了作品的利润，社会效益也十分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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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马拉雅与企鹅兰登北亚达成战略合作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近日，喜马拉雅与国际出版商企鹅兰登北亚达

成战略合作。双方将基于企鹅兰登北亚的出版资源、数字出版和发行等出

版融合产业优势，以及喜马拉雅在内容制作、全场景生态、用户体量和全方

位内容生态体系等方面的优势，彼此赋能，打造优质有声内容，共建融合出

版矩阵。

双方将围绕《神奇树屋》、“彼得兔”系列、“好饿的毛毛虫”系列、《企鹅经

典：小黑书（中英双语·全五辑）》、《见字如面》、《企鹅三段式》等企鹅兰登头部

IP展开合作。喜马拉雅还将引入企鹅兰登旗下优质作者和专家的播客节目，

并在市场宣传、品牌活动、渠道资源等多维度与企鹅兰登北亚进行合作，推动

纸电声一体化。《神奇树屋》中英双语全新版本有声书近期将在喜马拉雅发布，

同时将全网首发《神奇树屋》纸书和有声书深度融合的听看一体产品。

近几年，喜马拉雅不断拓展与海外出版商的合作，已经在与国际出版机

构、内容版权方等的合作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这个过程中，喜马拉雅

不断完善自己的内容生态，为用户提供好内容的同时，通过版权内容合作、

反向出版、IP共建、线上线下一体化图书销售、智能硬件赋能、官方账号入驻

及运营支持等方式，全方位赋能出版社，推动出版业的融合发展。（聂慧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