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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迎昭

6月17日，《红岩家书》在红岩革命纪念
馆首发，这是重庆出版集团在主题出版物方
面结出的硕果，受到广泛关注。

70余年来，重庆出版社一直在持续推出
精品主题出版物，让读者在“听巴山夜雨，品
渝州书香”之时汲取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

重庆出版集团在打造主题出版物上取得
了哪些成果？又将如何阔步前行？6月17
日，重庆日报记者对重庆出版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总编辑陈兴芜进行了专访。

图书规模品质实现跨越式发展

重庆日报：重庆出版社成立70多年来，主
要推出了哪些精品主题出版物？

陈兴芜：70多年来，一代代重庆出版人加
大选题的策划开发力度，扎扎实实做好主题
出版，画出最大的思想同心圆。

例如，我们精心打造了《马·恩·列画传》
《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岩》
《厉华说红岩：解读狱中八条》《中国抗战大
后方历史文化丛书》《重庆之眼》等精品主题
出版物。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读物方面，我们推出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等重点图书。
同时，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精心推出《脱
贫之道：中国共产党的治理密码》《大国小康
路》等图书。

总体而言，我们坚持精品战略、“走出去”
战略，狠抓畅销书、长销书和“双效”图书出
版，图书规模、品质均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精细打磨 精品图书屡获大奖

重庆日报：在策划、编辑、出版这些主题
出版物过程中，应该有不少令您印象深刻的
故事吧。

陈兴芜：很多往事令我记忆犹新。例如，
我们与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联合编纂《马·
恩·列画传》期间，组织起精兵强将，先后20多
次飞赴北京与专家深入商讨编纂工作，并邀
请国内一流设计大师参与装帧和版面设计，
修改次数达到数十轮。

历时三载，这一套精品终于面世。其中，
《马克思画传：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纪念版》
《恩格斯画传：恩格斯诞辰200周年纪念版》
获评“中国好书”。

在编辑《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真
实的红岩》时，我们精益求精、如履薄冰，一
稿、二稿、三稿、四稿……字斟句酌，反复推
敲，力求真实性和可读性的高度统一。工作
日，我们白天在集团集体讨论，晚上回家继续
编辑，熬夜至凌晨成为家常便饭，这样的作息
时间持续了一个多月。最后一天，编辑、印制
团队熬了通宵，经反复检查审读，才最终完成。

重庆日报：通过这些主题出版物，重庆出
版集团有何收获呢？

陈兴芜：这些出版物得到了广泛好评。
例如，《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
红岩》不负众望，被中宣部评为“大众喜爱的
50种图书”后供不应求，并荣获中宣部“五个
一工程”奖。还有不少作品荣获中华优秀出
版物奖、中宣部优秀通俗理论读物等全国性
奖项。

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些有分量、有内涵的
作品，重庆出版集团成为全国马克思主义图
书出版阵地中的一块响亮的招牌。

打造马克思主义图书出版重要阵地

重庆日报：请问重庆出版集团在打造精
品主题出版物方面作出了哪些努力，收获了
哪些经验？

陈兴芜：几十年来，一代代重庆出版人
始终践行马克思主义新闻出版观。我们坚
持正确导向，加强正面與论引导作为指导方
略；我们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作为基本原则；我们以
人才强社，不断加强队伍建设，视其为出版
事业永续发展的原动力。正因如此，重庆出
版集团才能不断推出一大批具有广泛社会
影响力的出版精品。

重庆出版集团致力于打造国内马克思主

义图书出版的重要阵地，10多年前就专门设
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出版基金”，制
定了详细的图书出版计划，先后策划、组织出
版了《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丛书》《当代国外马
克思主义研究丛书》《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暨欧
洲社会党译丛》等数十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研
究和通俗读物系列。

重庆日报：重庆出版集团并不满足于已
取得的辉煌成绩，还自信地“走出去”，让世界
领略中国智慧。

陈兴芜：是的。我们大力实施“走出去”
战略，通过开展版权合作，让优秀的通俗理论
读物走出重庆，走向世界。重庆出版集团近5
年向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输出社科类图书
版权330多种，“走出去”战略在质和量上均实
现稳步提升。

推出庆祝建党百年主题出版精品

重庆日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重庆出版集团推出了哪些精品图书？

陈兴芜：今年必定是主题出版的大年，我
们聚焦主题主线，生动鲜活讲好中国共产党
故事，大力打造一批主题出版精品。

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精
心推出《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丛书》《中国共

产党重庆100年简史》《中国共产党重庆100
年大事记》《太平门》《图说重庆党史》《口述重
庆党史》《重庆国共谈判43天——毛泽东、蒋
介石的九次会面商谈史考》《探索与革命——
为了民族的复兴》《先声——民族复兴重庆诗
文百篇》《对话初心——巴渝地区早期共产主
义运动图集》等图书。

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精心推出《中国
脱贫攻坚报告·重庆卷》《西部地区精准扶贫
模式创新与实践路径研究》《巴渝脱贫全景
录》《脱贫之道（英文版）》《大树枝干的最末端
——来自社区现场的报告》《重庆市脱贫攻坚
优秀文艺作品选》等图书。

围绕继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精心推
出《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第三辑）、《轰炸
重庆：重庆大轰炸纪实》等图书。

围绕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精心
推出《城市崛起——新时代都市圈发展观察》
《第三届川渝文化发展合作论坛论文集》《巴蜀
历史政区地理研究》《〈说文月刊〉中的“巴蜀文
化”研究》《丰碑——重走成渝铁路》《重走成渝
古驿道 感受双城新变化》等图书。

此外，我们将继续肩负传承红色基因、
赓续红色血脉的责任，大力挖掘红色资源，
打造好、推广好《红岩精神是什么？》《红岩
精神导读》《新时代党性修养的理论与实践》
《重庆红色故事绘本》《远道苍苍》《挺进者
陈然》《白岩红尘》《抗战时期爱国民主人士
演讲集》《重走信仰之路 传承红色基因》
《厉华说红岩——带你认识真实的江姐》等
图书，为更好地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
国力量作出贡献。

编好主题出版物 画出思想同心圆
——专访重庆出版集团负责人

《红岩家书》新书暨纪录片首发 收录20位红岩英烈家书

力透纸背的寄语彰显革命者炽热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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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7日，红岩革命纪念馆，《红岩家书》新书暨纪录片首发仪式现场，主创厉华为读者
签名。 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本报记者 赵迎昭

6月17日上午，“追寻红色记忆 赓续红
色血脉——《红岩家书》新书暨纪录片首发仪
式”在红岩革命纪念馆举行，两部同名精品力
作正式亮相。

汇聚红岩英烈血泪嘱托的家书集，以及7
集同名党史纪录片有何精彩之处？重庆日报
记者对红岩英烈蓝蒂裕之子蓝耕荒、重庆出
版集团相关负责人、《红岩家书》和纪录片主
创进行了采访。

一部感人至深的家书集
为读者奉献震撼心灵的读物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中
共重庆市委宣传部的指导下，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重庆总站、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
重庆出版集团、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
中心等多家单位开展了“红岩家书——寻访
红岩绝笔后人”联合行动，出版发行《红岩家
书》图书，并重磅推出7集党史纪录片《红岩
家书》。这是对革命先烈的缅怀，也是我市
用好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的实际行动。

本书策划、重庆出版集团副总编辑郭宜
介绍，《红岩家书》由著名红岩文化研究专家
厉华领衔编著，共计23万字、60幅图片，书中
选取了车耀先、蓝蒂裕等20位红岩英烈的家
书，既有珍贵的烈士家书手迹影印件，又有感
人肺腑的解读，为读者提供了一本真实生动、
震撼心灵的思想道德教育读物。

他说，这些家书是红岩英烈们真情实感
的流露，饱含了对父母的愧疚之心、对子女的
舐犊之情、对爱人的雎鸠之恋，更闪烁着烈士
们热爱党、热爱祖国、追求信仰、坚持真理、公
平正义、诚信友爱、亲情和谐、无私奉献等中
华民族传统美德，以及向死而生的大无畏革
命精神。

厉华介绍，入选本书的20封家书，原件收
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
等博物馆和烈士家属手中。在编著本书时，
团队非常严谨，只选取有清晰史料记载或能
够从档案资料中得到印证、烈士家属认可、内
容积极向上的家书。

这些家书创作的时间，距今已有70余年，

但至今读来，仍能感受到革命者无比坚定的
信仰。厉华说，编著《红岩家书》，旨在反映革
命者的绝对忠诚，表现共产党人信仰的力量，
希望读者尤其是党员干部通过这些家书接受
一次精神上的洗礼。

一场抢救性的红色寻访
从烈士后人视角讲述红岩精神传承

与《红岩家书》图书同时发布的，还有同
名纪录片。该纪录片近期将在央视多个平台
播出，6月17日20:45起在重庆广电集团科
教频道播出，6月20日21:20起在重庆广电
集团卫视频道播出。

“在纪录片制作过程中，我们拍摄团队奔
赴上海、江苏、山东、贵州、四川等地，专访到
十余位年过八旬的烈士后代，对红岩资源作
了抢救性挖掘。纪录片将当年那些动人心魄
的故事传播出来，让熠熠闪光的精神一代代
延续和传承下去。”《红岩家书》纪录片总导演

陈杨说。
陈杨表示，这部纪录片不仅关注了烈士

和家书本身的故事，更重要的是还关注了红
岩精神在家书后人身上的延续，探寻后人如
何继承遗志、传承家风、追寻信仰的奋斗历
程，这也是党史纪录片创作的一次全新尝试。

在纪录片中，蓝耕荒讲述了自己传承英烈
精神的故事。他激动地说：“76字《示儿》诗，像
76颗钉子牢牢地钉在我的心里，让我时刻铭
记；像指路明灯，引导着我前进的方向；像警钟
一样，时刻敲打着我的灵魂，提醒我坚守共产
党人的初心，为实现远大的理想奋斗终身。”

蓝耕荒的一生，没有辜负父亲寄予的厚
望。1961年，16岁的蓝耕荒参军，成为解放
军某炮兵团有线通信班的一名战士。有线通
信班的战士非常辛苦，要将几十斤重的通信
器材和武器扛在肩上，一口气跑5至 10公
里。在困难面前，蓝耕荒没有放弃，凭着优秀
表现成为全军技术标兵。在组织的培养下，
蓝耕荒成为一名共产党员。1982年，蓝耕荒

转业到四川公安管理干部学校，分管学校园
林绿化工作。他用了3年时间，将校园变得花
香四溢，备受好评。

蓝耕荒介绍，他们家三兄妹与配偶6人均
为共产党员，党龄都在45年以上，他们的子女
及儿媳、女婿7人，有5人都是党员，“在烈士
精神鼓舞下，我们都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兢
兢业业地为党和人民积极工作，贡献了自己
的一切力量。”

厉华说，很多英烈后代都像蓝耕荒一样，
在自己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发光发热，“他们时
刻铭记着自己是红岩英烈的后代，传承和发
扬着英烈的遗志。”

厉华告诉记者，很多英烈后代得知他和
团队编著《红岩家书》的消息都非常激动。何
功伟烈士之子何继伟将一封写给父亲的信发
给厉华，信中写道：“爸爸，我不只继承了您的
长相，更继承了您的精神和理想。18岁，我就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将一生奉献给了祖国
的航天科技事业。2001年，我被评为‘全国国

防科技系统劳动模范’，在接受这份荣誉的那
一刻，我多想您能亲眼看到，拍拍我的肩膀，
为我骄傲……”

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
为党史学习教育提供新的素材

碧血丹心铸忠魂，红岩家书传千载。
《红岩家书》责任编辑夏添、王娟都是青

年人。她们认为，家书中承载着向死而生的
绝笔、力透纸背的寄语。除了阅读纸质书、观
看纪录片，读者还可扫描图书上的二维码，聆
听该书的音频。

本书另一位编著者，西南大学档案馆副
馆长郑劲松则表示，红岩英烈在这些家书中
流露真情实感，让我们感受到真实和信仰的
力量，“这些家书是党史学习教育非常生动、
接地气的教材，将激励青少年不负青春、不负
韶华、不负时代。”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
潘晓闻说，当前，国际环境错综复杂，国内改
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越是在关键时刻，
越是要从革命历史中寻找丰富镜鉴，从精神
文化中汲取深厚滋养，在对历史与现实的深
邃思考中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今年，中
国共产党将迎来百年华诞，重温党史，重读初
心，对于我们激发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不
断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强烈的
现实意义。

重庆出版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编辑
陈兴芜说，该书的出版发行为当前深入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提供了新的素材和史料，为红
岩精神的传承与弘扬注入了新的动力和能
量。在庆祝建党百年之际，我们无比缅怀为
党的事业献出生命的革命志士，本书的出版
和同名纪录片的传播，也是对先烈们的告慰。

《求是》杂志社原社长高明光发表致辞。
他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今天，我们共产党员不再面
临敌人的刑具和生死的考验，但是仍面临着
诸多诱惑和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形势。面临这
些诱惑和挑战，我们更需要坚定不移的信仰、
坚贞不屈的精神和顶天立地的浩然正气，烈
士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党的事业永
远需要红岩精神。

《红岩家书》书封。
（本组图片除署外均由重庆出版集团提供）

为天地存正气，为个人全人
格。 ——何功伟

孩子们绝不要娇养，粗服淡
饭足矣。 ——江竹筠

“谦”“俭”“劳”为立身之本，
“骄”“奢”逸“为终身之戒。

——车耀先

满街狼犬，遍地荆棘，给你什
么遗嘱呢？我的孩子！今后——
愿你用变秋天为春天的精神，把
祖国的荒沙，耕种成为美丽的园
林！ ——蓝蒂裕

红岩英烈家书摘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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