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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新闻出版局
解放日报社

用细节真实还原共和国的诞生

联合出品

价值 高度 前沿

解放书单：《诞生》一书截取了 1949 年
1 月至 10 月这段历史，用相应的十个章节在
时间序列上展示了新中国从萌芽、发育到成
型、诞生的历程。当时怎么决定要写一部共
和国孕育史的？

董伟（《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作
者、人民日报出版社社长）：我博士学位的主
攻方向是中共党史专业，1994年毕业之后进
入《人民日报》，先后从事记者和出版工作，

长期接触党史、国史，其中就有许多关于新
中国成立这段历史的文献资料。我发现之前
的学者或是梳理了 1949年的大事记， 或是
重点书写了某一领域，却少有围绕新中国筹
建过程， 全面反映战争进程以及党的建设、

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建国程序直
至开国大典的图书。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70华诞，相信很
多人在庆祝这个极具纪念意义的时刻的同
时，也会好奇共和国“零岁”的模样，这本书的
写作就是为了回答读者和我自己的疑问。

解放书单：这是一段宏阔的、严肃的历
史，您却在撰写之初就将这本书定位为
“通俗读物”，这是为什么？

董伟：书籍作为文化产品，都是要面对
读者的。一本好书，要让读者有兴趣翻开来，

随后能够沉下心、读进去。

党史是严肃的，但为什么不能写得生动
易读、让人手不释卷？我们的党史、国史中不
乏感人的故事和惊心动魄的瞬间，所缺或许
只是一个好的书写方式。我的笔法可称是一
种新闻主义的叙事方式， 撰写新闻报道时，

记者都会重点琢磨标题、导语、结构，力求写
出有新意又耐读的文字。 我想借用这种写
法，把读者“带”到新中国筹建的波澜壮阔之
中，为读者还原真实的历史瞬间。

解放书单：共和国孕育的这十个月，每天
有大事，月月有精彩。有读者惊喜地发现，书
中既有大事，比如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以及
人民空军、人民海军筹建背后的故事这样的
重大历史瞬间和事件。也穿插了“小事”和细
节，比如开国大典的现场，毛泽东在休息室和
程潜愉快地交谈，吸烟、喝茶、吃点心。又如离
开西柏坡前，周恩来亲自要求各单位把损坏
的门窗修好，归还借的东西。面对丰富的史
料，您是如何选择的？又是如何理解“大”与
“小”的？

董伟：党史书籍对于历史决定性瞬间和重
大事件肯定是重点关注的。但所谓的“小事”和
细节，当时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到了今天
再看，其实并不“小”，分量并不轻。这些被提炼
出来的细节和瞬间，有助于我们理解、发现历
史的必然和偶然之间的辩证关系。

比如本书第五章， 聚焦的是 1949年 5月
“大上海的解放”。那年 3 月，七届二中全会提
出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 然而，直
到 5月接收和管理上海，才真正标志着中国共
产党回到了城市，回到了她出生的地方。这一
章节中，我既写了接管上海的大事件，也关注

了当时一些极为细致的政策。 比如 1949年 5

月 16日中共中央公布的 “关于城市纪律的指
示”中强调，在大城市驻扎时“不得借住或租住
民房，免引起城市居民的不便和不利”。也正因
为这条规定，当时的上海市民印象最深的就是
解放军进城后哪怕睡在大马路上也坚决不给
老百姓添麻烦。解放军的形象、党的形象，一下
子就树立起来了。还有政策规定，“军队之骡马
大车不得入城……禁止在市区内树上拴牲口，

以保护树木不让牲口啃树。”还没进城，就已经
想到要保护上海特色的梧桐树景观，这是多么
精彩的历史细节。

解放书单：书中引用了不少《人民日报》、
新华社的通讯和社论，帮助读者多方面了解当
时的情形。在您看来，党的喉舌在共和国孕育
的十个月里，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董伟：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新闻宣传工
作。当年，毛泽东经常给《人民日报》写新闻稿
和评论。 毛泽东三篇新闻稿吓退 10万蒋军的
故事，以及六评白皮书中由毛泽东亲自操刀五
篇的故事，我们都很熟悉。尽管过去了那么多
年，那些力透纸背的文字依然感染、触动人心。

今天阅读这些尘封已久的文字，仿佛置身当年

的情境。可以说，《人民日报》的版面，就是一部
生动的共和国史。

解放书单：今天的我们为什么要学习这段
历史？您希望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从书中收
获怎样的认识？

董伟：今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革
命老区考察调研， 深情缅怀当年党中央和中
央红军在苏区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 勉励大
家一定要牢记红色政权来之不易、 新中国来
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对年轻
读者来说，回到新中国发展的起点，了解这段
历史，感知这段历史的温度，就是了解自己的
根。

一位年轻人看了书后跟我说，她身边很多
年轻人赶时髦看了很多关于民国的书，但不知
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当时的年轻人是怎样
激情澎湃地参与到新中国的筹建过程中的；而
阅读这本书，让她难抑激动的心情。这样的读
者反馈让我更有信心，初心的魅力是跨越时空
的。 希望现在的年轻人静下来读一读这本书，

好好了解这段历史，对树立自己的信仰和世界
观能够有所帮助。

（采写/本报记者 吴越）

一本全体上海人民的相册
■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王健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也
是上海解放 70周年。 在这一极具纪念意义的
时间节点上，由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组织
编纂的《上海相册：70年 70个瞬间》（以下简称
《上海相册》）顺利和广大读者见面了。该书以
历史发展脉络为主线， 撷取上海 70年发展长
河中 70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瞬间， 意在通
过具体生动的影像，以小见大，以点带面，以图
说史，回顾 70年来上海一路走过的光辉足迹，

全面展示上海广大干部群众建设美好家园的
辉煌成就， 突出 70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上海
人民前赴后继、艰苦奋斗、勇攀高峰的可贵精
神。

书名叫《上海相册》，顾名思义，该书的精
华在于收录的 200 多幅珍贵历史照片。叫“相
册”的书有很多，不同于私人相册是一个人、一
个家庭的历史记忆，上海相册可以说是全体上
海人民的历史记忆。相信每一个上海人在打开
《上海相册》时，都能从中找到熟悉的、能产生
共鸣的那个瞬间。从第一篇“五星红旗飘扬十
里洋场”，到最后一篇“首届进博会在上海成功
举办”， 每个瞬间由一张反映历史瞬间的代表
性照片和两三个链接故事组成，共同引申出与
这一瞬间相关的史实， 兼顾学术性与故事性，

史实可靠，叙事晓畅，内容丰富，雅俗共赏。

初读《上海相册》，发现有几个特色比较明
显：第一，客观真实，所述史实均以一手资料或
者权威出版物为依据，同时充分吸收相关领域
近年来的研究成果；第二，立足上海，注重选取
反映上海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全国具有重要
影响的重大事件和伟大成就；第三，全面详尽，

内容涵盖上海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政治、经
济、文化、社会、生态、党建各领域取得的成绩。

细读《上海相册》，审视每一个历史瞬间，

能够清晰地从上海厚重的发展史中提炼出一
条生动、具象的故事线。从 1949 年 5 月 27 日
上海解放开始，这座我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
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回到人民怀抱，上海历
史开启新篇章。70年来， 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
下，上海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初步建成一
个生产门类比较齐全、 协作配套能力比较强、

科学技术水平比较高的综合性工业基地和科
学技术基地，为新中国建立起独立完整的现代
工业体系作出重大贡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上海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抓住浦东开
发开放的机遇，敢为人先，攻坚克难，实现城市
面貌日新月异，城市功能显著提升，充满生机
活力的上海成为向世界展现中国形象的重要
窗口。党的十八大以来，按照习近平总书记“上
海继续当好改革开放排头兵、 创新发展先行

者”的要求，上海在新时代新起点上“再出发”，加
快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和科创“五个
中心”，打响上海服务、制造、购物和文化四个品

牌，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际大都市。 以上就是上海这座城市 70年走过
的成长轨迹，通过阅读这本书，我们能够轻易捕
捉到。

更进一步而言， 在时间维度上，《上海相册》

呈现出的是全景式的历史纵深感。故事的时间线
从 1949年上海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一直推进到当
下，其中记录的很多“瞬间”被赋予了忆往昔、看
今朝的功能。例如，我们能从书中直观地看到“远
东第一跑马场”如何转变为面向广大市民开放的
“人民广场”，上海的人均绿化面积怎样从“一张
报纸”跃升到“一间房屋”，如何让苏州河从上海
的一条“黑项链”演变为鱼儿洄游繁衍、海鸥重返
驻足的生态之河，当年“百万居民大动迁”中发生
了怎样感人的故事，2010年上海世博会吸引了多
少世人惊艳的目光。70年， 上海的面貌发生着翻
天覆地的变化。沧海变桑田的原因何在？相信我
们能从这本书中找到答案。

《上海相册》的视角选取有其独到之处，采撷
的每一个“瞬间”都力求符合当下读者阅读习惯
的小切口和轻量化，但连缀起来却是一幅视野开
阔的恢宏画卷。在这些瞬间中，有讲述市政建设
的“上海‘龙须沟’肇嘉浜的蜕变”，有反映民生进
步的“家庭医生守护市民健康”，有体现上海品牌
的“享誉全国的‘上海’牌手表”，有反映科学发展

的“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有体
现革命精神传承的“中共一大会址建成纪念馆”，

有讲述对口援建的“上海温情传雪域高山”，有展
现上海魅力的“永不拓宽的马路”，有反映新时代
上海站位的 “首届进博会在上海成功举办”，等
等。每一个生动的故事都凸显了党中央对上海的
支持和关怀，都见证了上海人民精益求精的钻研
精神和坚持不辍的奋斗品质。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一本书来说，传播力始
终是有限的，必须加上媒体融合的翅膀，才能让
这本历史普及读物更好地“飞入寻常百姓家”。今
年上海地铁 2号线推出“新上海的 70个瞬间”专
列，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话匣子听书同时开
播“新上海的 70个瞬间”系列短音频节目，都令
人眼前一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
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
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作
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

学习领悟党史、新中国史是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
的重要途径。《上海相册》的出版，不仅能够帮助
我们重温 70年峥嵘岁月， 了解我们党的光荣传
统、宝贵经验和伟大成就，更能够让我们从重温
历史中汲取继续奋发前行的动力，共同创造上海
更加辉煌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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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期

书单

2019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将于 8 月 14 日至 20 日在上海展览中心举办。

“我爱读书，我爱生活”是书展一如既往的坚持，但这又是一场不一样的书展。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上海解放 70 周年，书展以“壮丽 70 年，

奋斗新时代”为主题，将组织一系列全民阅读推广活动，努力推动书香社会建设。

书展前，由上海市新闻出版局、解放日报社联合出品的“解放书单”也如约而至。第十六期“解放书单”主书单推荐 10 本好书，其中有生动还原共
和国诞生的《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有回顾上海解放 70 年 70 个历史瞬间的《上海相册：70 年 70 个瞬间》，有展现中国古代科技辉煌成就
的《中国古代机械复原研究》……副书单则通过对新中国成立 70 年里的数项代表性出版工程的梳理，充分展现上海出版人精耕细作的工匠精神、主
动对接国家战略的大局意识、锐意进取的改革勇气，他们以行动实践理念———出版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代表之一。

盛夏的上海，书香满城！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