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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周刊

相信理想的力量

阅读热线 ：0917-3389388

《产业数字化》
作者 ：沈建光、金天、龚谨
出版 ：中信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未来产
业研究组，由多位经济学、管理学领域的博士
组成。书中内容丰富，涵盖了从理论依据到行
动路线、从发展现状到未来布局、从技术到应
用场景、从投资风险到商业价值、从领军企业
到各级政府、从靠前环境到优选竞争等新基
建中有具代表性的细分领域，打通新基建蕴
含多领域、跨学科的专业知识和政策背景，以
期给读者提供前瞻性信息和专业化判断。

《中国新基建》
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未来产业研究组
出版 ：中信出版社

当我们遇到诸如全球化、市场竞争、垄
断、效率、数字经济等经济问题，经济学家能
告诉我们什么？近几十年来，经济学家在美
国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经济学家的专业
知识能为政府决策带来精确性和严谨性，但
金融危机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引
起了人们的反思。这本书将 1969-2008 年的
40 年称为“经济学家时刻”，讲述了经济学家
的错误预言、自由市场的演进，以及由于高
度推崇市场而导致的社会断裂。

《经济学家时刻》
作者 ：本雅明·阿佩尔鲍姆
译者 ：苏京春、王睦
出版 ：中信出版社

数字化是企业信息化发展到一个阶段
后的必然选择。面对产业数字化浪潮，几乎
所有企业都想知道，产业数字化到底是什
么？产业数字化何时将引爆市场？企业究
竟该如何数字化转型？这本书为产业数字
化建设提供场景化解决方案与具体指引，是
产业数字化升级“价值落地”的“操作手册”，
具有较强的启示意义与实践指导价值，助力
产业和企业实现爆发式增长。

        （王卉整理）

理想国选书
之经济专题

 编者按 ：清明时节，我市广大干部群众自发来到革命纪念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缅怀英烈，铭记历史。在讲解员

一次次生动的讲述中，人们感悟着初心使命，也汲取着奋进力量。本期文学周刊，我们走近几位讲解员，在她们如数家

珍般的工作讲解外，聆听她们鲜为人知的见闻与感动——

讲好爱国故事  凝聚发展力量
扶眉战役纪念馆讲解员舒春艳 ：

时隔六十年的再聚首
本报记者  段序培

凤县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杨荣华 ：

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
本报记者 王卉

宝天铁路烈士纪念碑管理处讲解员陈莎莎 ：

幸福的生活来之不易
本报记者 段序培

长乐塬抗战工业遗址讲解员胡雪 ：

这里有最动人的爱国情怀
本报记者 王卉

舒春艳是扶眉战役纪念馆

的一名讲解员，十六年了，她记不

清有多少次出入这座纪念馆，更

不记得给多少人讲解过纪念馆里

革命烈士的英勇事迹了。但每次

走进纪念馆，看见那面印有“守护

先烈英灵可敬 弘扬革命传统可

佩”的红色锦旗，那感人的一幕便

会再次在她脑海中浮现。

那是在十几年前的一次接

待工作中，舒春艳遇到了几位

激动不已的老人，交谈中得知

他们来自榆林市横山县，来纪

念馆是为了悼念他们英雄的父

亲高增岳，但他们对于父亲的

事迹却知之甚少，只知道父亲

是在解放战争中牺牲的。为了

让几位老人安心，舒春艳和馆

里的同事们仔细翻阅、多处查

找，终于收集到了关于高增岳

烈士的一些史料。这位出生于

1916 年的战斗英雄，1932 年

春入伍，1937 年经地下党组织

接收为中共党员，在部队历任

排长、连长、营长。在扶眉战役

中，他担任第一野战军 2 兵团 4

军 11 师 33 团副团长，1949 年

7 月 12 日那场最具关键性的罗

局阻击战中，高增岳三次负伤

不下火线，最终因头部受伤而

壮烈牺牲。

看着墓碑前的老人们泪流

满面、长跪不起，舒春艳也深受

感动。60 多年了，虽然面对的是

冰冷的墓碑，但英雄父亲那颗为

人民群众英勇献身的滚烫的心

却被他们真切地感受到了。革命

烈士谱写的这曲感天动地的英

雄赞歌，是后辈的骄傲，更是后

辈的榜样。

舒春艳及同事们认真负责

的工作精神，也感动着高增岳

烈士的子女高锡林、高萍、高

利，于是他们给馆里送来了那

面红色锦旗。当舒春艳和同事

们从几位老人手上接过这面饱

含深情与赞誉的锦旗时，心里

非常温暖，因为这不仅仅是感

谢，更是对讲解工作的最高褒

奖，也让这份传承先烈精神、教

育后人不忘先辈初心的工作更

显得有意义。

“上世纪30年代，年仅17岁

的习仲勋在凤县开展兵运革命活

动，给这里播下革命的火种，为凤

县人们带来了曙光……”凤县革

命纪念馆讲解员杨荣华回想起

2016 年 10 月开馆之初，自己为

参观者讲解一段段历史的情景，

仍记忆犹新。她怀着对老一辈革

命家的无限崇敬之情，走上这个

光荣岗位，从此担起“革命精神

的传播者”的责任。

凤县革命纪念馆以丰富的

历史文物、翔实的文史资料，成为

广大党员干部与群众接受党史教

育的一处重要红色阵地，每天都

有不少省内外的观众来此参观学

习。在馆内一楼大厅的习仲勋、刘

林圃等革命先辈的群像雕塑前，

杨荣华身着工装、佩戴耳麦，精

神饱满，正热情地向参观者讲述

他们的革命事迹，而她自己也被

这彰显中国共产党人信仰底色

的革命精神所鼓舞着。一次次的

讲解，杨荣华表示自己越来越深

刻体会到，老一辈革命家身上那

永远值得学习、继承和弘扬的精

神和力量：国家为先、一心为民

的赤子情怀，务实清廉、不搞特权

的工作准绳，勤俭质朴、艰苦奋斗

的生活作风，正直坦荡、虚怀若谷

的做人原则。

面对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

参观者，杨荣华常要“量体裁衣”，

她生动而准确的讲解，总能给参

观者留下深刻印象。“你是共产党

员吗？”“你是哪个部队的女战

士？”在与参观者的交流中，她常

会被问及这样一些问题。之前听

到这样的询问，杨荣华总是很不

好意思地摇摇头，而现在她会自

豪地回答道：我是馆内的一名普

通讲解员，我以共产党员的标准

要求着自己。杨荣华意识到，眼前

这些素不相识的人之所以会这样

问，是自己的工作得到了大家的

认可，是对自己的褒奖。

革命事迹不容含糊，为了做

好讲解工作，纪念馆每年都会进

行多次业务培训，杨荣华和同事

们除了上网查找资料来丰富自

己的历史知识，还从《习仲勋传》

《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习仲勋

的故事》等书中广泛学习，并将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件

件红色事迹转化成自己工作的

动力。杨荣华说：“每逢节假日，

也是我们馆里最忙的时候，有时

一天要讲解十来场，可我们讲解

员从不会因个人原因而请假缺

席。”与家人的聚少离多以及不

能陪伴孩子成长的愧疚，都被杨

荣华深深埋进了心底，因为那份

平凡却放出熠熠光彩的工作，有

着她最难以割舍的追求。

在市区风景秀美的炎帝园

里，坐落着宝天铁路英烈纪念馆、

宝鸡革命英烈纪念馆，宝天铁路烈

士纪念碑也矗立于此。纪念馆内庄

严肃穆，苍松相伴，19兵团 64军

修建宝天铁路时牺牲的56位烈士

就长眠于此。每逢纪念日和重大节

日时，市民们就会前来这里，缅怀

英烈，感悟历史。80后陈莎莎在

这里担任讲解工作的4年中，接待

人数已超过5万人次。

“宝天铁路是陇海铁路线

上的一段，虽然只有 153 公里，

但沿途要穿越隧道 126 个、涵洞

600 多个、大小桥梁 97 座，修筑

时面临的艰难和危险可想而知。

每次给参观者讲到当年为修筑

宝天铁路牺牲的 56 位革命烈士

的感人事迹时，我的内心都会受

到触动。”陈莎莎说道。

对于讲解员这份工作，陈莎

莎是热爱的，她用一颗炽热的心，

在纪念馆里将感人的红色故事讲

给更多人听，让一位位时代英雄

的形象，更加深入了参观者的内

心。很多次在讲解结束后，参观者

仍在烈士事迹展板前驻足，久久不

愿离去。记得在一次接待参观纪念

馆的社区工作人员时，一位中年女

士听得尤其认真，还不时与她进

行交流、探讨，并全程录制了讲解

内容。当讲到年龄最小的韩保子

烈士事迹时，那位中年女士流下

了激动的泪水。韩保子牺牲时仅

有19岁，生前在部队里担任排险

安全员，他瘦弱的身躯，站在悬崖

峭壁上，用木棍把炮轰后松动的

石头一块块撬下去，最后因体力不

支，被巨石砸中，不幸牺牲。当听完

韩保子烈士的生平事迹，那位中年

女士已是泪流满面。最后陈莎莎了

解到，原来那位中年女士的儿子与

韩保子烈士年纪相仿。作为一位母

亲，她更能体会到一个年轻生命逝

去的悲痛……对于陈莎莎来说，把

先烈的故事讲出去，让更多人知道

要珍惜现在的生活，就是这份工

作的意义。

今年清明节假期，参观长

乐塬抗战工业遗址的游客络绎

不绝。作为我市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这里成为许多党员干部

的“精神家园”，他们来到这里

参观学习，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也汲取砥砺前行的力量。

“我们身旁的窑洞车间自

1940 年开始修建，历时一年零

两个月竣工，它由 24 孔窑洞组

成，其中 7 孔长洞被 6 孔横洞

贯通，在地下形成纵横交错的

网络。当年这里是日机轰炸的

重点，工人们在窑洞内坚持生

产，棉纱棉布运往前线，有力地

支持了抗战……”窑洞车间入

口前，讲解员胡雪停下脚步，向

来自工厂、身着整齐工装的参

观者介绍道。此后的一个多小

时，胡雪带着大家一步步了解

抗战时期那段实业救国的内迁

史，一同见证当年的宝鸡人民那

顽强不屈的抗战精神，并向参观

者解答当年的小县城宝鸡是如

何诞生出中国近代工业史上前

所未有的奇迹。

别看胡雪当讲解员才半年

时间，但她对曾发生在长乐塬的

故事了如指掌。主动学习之外，

每当胡雪遇到不理解的问题或

不熟悉的历史细节，她总是虚

心地向冯驱、张增朝、袁智强等

几位特聘文史专家请教。很快，

她对我国近代史中那段悲壮的

过去有了更深的了解，抗战、难

民、流离失所、轰炸、内迁、实业

救国、一起干、加油干……一个

个原本陌生的名词变得熟悉起

来，一段段可歌可泣的故事在她

的讲述中，常让观众热泪盈眶。

她讲沿海沿江工厂内迁造就了

宝鸡“秦宝十里铺工业区”，她讲

1941 年 4 月万枚纱锭在窑洞中

开始转动，带动了宝鸡成为著名

的“工合城”，她讲当年那些从国

外采购的世界先进水平的纺纱

机与一个个手工小作坊相互帮

持，使得宝鸡近代工业有了飞速

发展…… 

耳闻不如目见。去年冬天，

胡雪遇到了三位老奶奶，她们曾

是申新纱厂的童工，老家在河

南。因为日军侵略，她们成为难

民逃到了宝鸡，在申新纱厂有了

一份工作，生活才勉强有了温

饱。老奶奶坐在台阶上，说起了

当年在工厂如何努力生产，哪怕

手被刮伤流血也坚持着，就是因

为她们知道，只有多生产棉纱棉

布，前线的战士才能多一份保

障。看着午后的暖阳照在老奶奶

的满头银丝上，胡雪心底涌起一

股暖流，眼泪从眼角流了出来。

她被这赤诚的爱国之情感动着，

她觉得自己现在的生活真是太

幸福了，要好好珍惜。胡雪说自

己永远忘不了那天。而在长乐

塬，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