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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评介

书海淘金，撷取珠玑

第4056期

研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
可以深切感受到新时代、新思想、新方略
的磅礴气势，也领悟到字里行间洋溢着
的对中华文化的高度自信。

自信首先体现在根植厚重历史文化

的哲学思辨之美。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
长，积淀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蕴藏
着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历史渊源。这部
著作收录 99篇文章，其中 35篇引用历
代先贤经邦济世、治国安民的典籍策
论、诗词歌赋、至理名言 130余条，其
中，《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引文 18
条，《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 引文 12
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更是引文达 20条之多。只有熟知经史
子集，通晓历史传承，才可能这样在传
统的史海钩沉与当代的问题导向中，出
典信手拈来，引用游刃有余，融汇珠联
璧合。习总书记如此频繁地引经据典，
本身就是对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

高度自信和倡导推崇。
更为重要的是，习总书记倡导弘扬

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的有机统一，
要求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
取舍，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不能厚
古薄今、以古非今。通览全书，习总书记
总是以卓越的政治智慧，对先哲思想从
时代的高度进行新的哲学思考和阐述，
赋予传统文化以新的时代内涵，使中华
文化点点滴滴融入一篇篇光辉文献，展
现古老东方智慧、哲学的思辨锋芒、时代
的精神特质。比如，书中谈中国梦的人
民立场时引申《礼记·大学》的“得众则得
国、失众则失国”，谈共享发展时丰富《吕
氏春秋》的“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
平也”，谈从严治军援引《说苑·指武》的
“令行禁止，王者之师”，谈人类命运共同
体时宣扬“以和邦国”“和而不同”等传统
文化价值理念……凡此种种，都是立足
时代的抚今追昔，实实在在地推动传统
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不仅
使每个篇章读来意味深长、美不胜收，而
且对我们增强文化自信有着深刻的示范
导向意义。

自信体现在构建宏大思想体系的

思维逻辑之美。文化自信源于中华传
统文化的深厚积淀、有序传承和创新
发展，更来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
动实践和实现中国梦的壮丽前景。坚
定的文化自信，包含着深厚历史底
蕴、强大前进定力、雄浑政治底气。
而建立在这种自信下的治国理政思想
体系，必然有一个博大缜密的思想建
构逻辑。这部著作共十七个专题，始
终贯穿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继续推
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
化这一条红线，始终围绕怎样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时代
课题擘画设计，既有论述大政方针的
重要讲话，又有研究重要工作的谈话要
点，既有中国故事的精彩演讲，又有针
对关键问题的深刻批示，每一个专题谈
一个重大理论或现实问题，专题的文章
都按发表先后时间顺序编排，清晰展现
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发展脉络和主要内容。

这部著作以纪念小平同志诞辰 100
周年纪念文章为始，第一专题共收录了
8篇文献，首先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进行了宏伟构想、战略筹划和政治
宣示，随后，沿着中国梦这一理论和实
践的逻辑起点，在各个专题逐一系统论

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
义法治国家，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
念，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
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美丽
中国，开启强军兴军新征程等基本理
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如同构建思
想大厦一样为我们描绘了当今世界和当
代中国的时代底色，立起了“党领导一
切”“四个自信”的信仰支柱，搭建了
“五位一体”“四个全面”“五大发展”
等四梁八柱，勾画了美丽中国的生活
愿景，构筑了钢铁长城的战略支撑，
营造了大国外交的和谐环境，等等。
只要深入研究学习每个专题，就会强
烈感受到这个思想体系承上启下、经
纬交织、环环相扣，充满着历史和现
实、理论和实践的思维逻辑，这种逻
辑之美，既体现了对人类社会和客观
事物发展规律性必然性的深刻认识，
又体现了这一思想体系得以形成的脉
络轨迹，让我们深切感受到蕴藏在宏
伟篇章中的高度文化自信的力量。

自信体现在心系人民美好生活向往

的家国情怀之美。家国情怀是中国优秀
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是对中华民族高
度认同感和归属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
生动体现，是一种深层次的文化心理密
码。“知责任者，大丈夫之始也；行责
任者，大丈夫之终也。”家国情怀的精
髓在于责任和担当，表现在对党、国家
和人民的深情大爱，对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人民生活美好幸福的理想追求。通
读该书，我们总是能从论述中体会到这
样一种浓浓的人民情怀、国家情怀、天
下情怀。比如，习总书记鲜明表达对家
庭家教家风的重视，指出千千万万个家
庭是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
重要基点；明确提出“中国梦必须同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结合起来才能取
得成功”，谈“四个全面布局”时强调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让人民
有更多的获得感”，谈打赢脱贫攻坚战
时要求“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指出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
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
们党的重要使命”；秉承空谈误国、实
干兴国的价值理念，提出“不忘初
心、继续前行”“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走好今天的长征路”“高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决胜全面小康社
会实现中国梦而奋斗”等，为我们展
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波澜壮
阔的美好画卷。

文化自信的
时代之书

■程文胜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收录
了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4年 8月 18日至
2017年 9月 29日期间的99篇重要著作，
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新
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伟大实践，全书17个专题涵盖了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
脉络和主要内容，是深入学习掌握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
九大精神的权威读本，不啻是一座开启伟
大新时代的思想宝库。

书中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

观、方法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二卷始终贯通一条精神气韵，那就是
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就是继续推
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
化，这是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
的基因底色。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
谈治国理政》第二卷，愈加深刻感到，
习总书记在治国理政中始终坚持贯
彻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方法论。
具体体现在著作当中，是扑面而来的
强烈问题意识、问题导向，是注重运
用辩证思维、系统思维、战略思维和
创新思维分析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
这对于我们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
动工作益莫大焉。习总书记指出，学
哲学、用哲学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
统。在开创伟大事业过程中，处处都
有方法论，共产党人永远须把哲学作
为一门基本课程。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有过两次
产生了巨大积极影响的学习马克思主
义哲学活动，一次是新中国成立前的
延安整风时期，一次是在以 1978年实
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为开
端的拨乱反正到全面改革的转变时
期。在我们由大向强迈进的过程中，
如果缺乏理论思维的有力支撑，必然
难以战胜各种风险和困难。深入学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极其重
要的一点就是，要努力掌握贯穿其中
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自
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的思想武器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
界。迈进新时代的今天，通过系统、
深入学习这部著作，我们必将迎来又
一次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热潮，使
马克思主义哲学焕发出更加强大的生
命力，成为我们真正的看家本领。

书中蕴含着中国智慧和中国方

案。通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
卷，有助于让国际社会全面客观地认
识和理解中国发展道路、发展理念、
发展方式。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习总书记深刻阐述了坚
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
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学习阅读
著作中“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将
改革进行到底”“建设美丽中国”“开
启强军兴军新征程”“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这些专题，总是不由自主
地为一个个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击节
赞叹、深深感动，这是以习近平为主
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表现出的全球
视野和人类情怀，是一种大担当、大
胸襟、大手笔，是为促进人类和平与
发展所作出的卓越贡献。

这也是满怀豪情的中国人挺直脊
梁、更加坚定“四个自信”的源头和
底气。当我们读到《把强军事业不断
推向前进》 篇里“中国人民珍爱和
平，我们决不搞侵略扩张，但我们有
战胜一切侵略的信心”这样的章节语
句，回想习总书记亲率 400 多名高级
将领回到人民军队定型的闽西古田，
在沙场硝烟中检阅钢铁方阵等历史瞬
间，我们必然为这支涅槃重生、重整
行装的雄师劲旅而充满信心，坚持政
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
治军，中国特色强军之路的步伐不可
阻挡，我们一定能够如期全面建成世
界一流军队。

书中闪耀着知古鉴今的历史典

故。“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
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
失。”习总书记善于联系古今中外的历
史文化，在对一些重大事情谈出看法
和体会时，善于引用历史典故回答现
实问题，思想精辟深刻、鞭辟入里，
语言生动、很接地气。《习近平谈治国
理政》 第二卷，引经据典信手拈来，
旁征博引切中肯綮，时时充盈着浓郁
的人文情怀，处处闪烁着历史文化的
光芒。习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选择
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
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
水平决定的。”对于中国这个有着悠久
历史传统的国家，如何继承和创造性
地学习运用传统历史文化，对于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篇里，

习总书记讲了北宋政治家王安石的故
事，说他 27岁担任浙江鄞县县令，兴修
水利、发展生产，贷谷予民、抑制豪强，
尊师重教、培养人才，“治绩大举，民称
其德”，这是希望我们能够从历史中汲
取经验智慧，为官就应以国家利益为
先，注重基层实践，弘扬廉洁奉公、心忧
天下的官德与责任感。在《深入理解新
发展理念》篇里，习总书记再一次强调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他引用孔子
的话“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引用荀
子的话“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
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
鳖、鳅鳝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
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引用《吕氏春
秋》“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
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
兽。”这些对自然要取之以时、取之有度
的上古思想，无不昭示警醒着当下的大
千世界、芸芸众生。

学习新思想的
权威读本

■丁小炜

何向阳的诗集《锦瑟》（中国青年出
版社）读完了，觉得最值得一议的是传
统的中国诗性智慧与当下的现代知性
怎样相遇，怎样相携，怎样有益于今人
的成长这个话题。

中国传统的诗性智慧怎样建构于
中国新诗，其实是中国新诗创作中始终
很有魅力的一个话题。读古诗是如此，
读现代新诗、读何向阳的诗也是如此。
比如，在读何向阳的诗时，我更关注诗
中那些超然于具体时空之外，有着恒久
价值意义的诗思和诗句。在何向阳的

这本《锦瑟》中，处处都可以读到诗人极
具诗性智慧的诗思，也常常可以遇上超
越时空局限的诗句。
《锦瑟》这本诗集开篇的一首《刹

那》，写的是诗人在刹那间心灵与世界
的相遇。这种相遇犹如诗人心灵夜空
的一次突然而至的闪电，光照之处皆
为携带着聚变的静止和不可更改的真
实，一如诗人在诗中所言：“神的背
后/到处是移动的躯体/如此迅疾”。这
种瞬间敞开的对世界的认知，在何向
阳的这本诗集中比比皆是。在诗人笔
下，“空旷的荒原之上/无家可归的/微
尘”，是诗人对今日世界残缺凋零的大
关爱与大悲悯；从诗人的“顺从与水/
顺从它从高到低的/走势/它的谦卑”
“它”的沉默、厚德、柔弱、淡泊；
“它的潮汐节律”“它的吐纳秩序”和
“宇宙的某种神秘引力”。这些诗思诗
行里，我们不仅能读出中国传统的诗
性智慧，同时也能读出一个现代知识
女性极具理性意识的知性世界。那柔
顺的向着低处流动的水，显然是从中
国传统诗性智慧的圣主老子那里流
来，而那吐纳的秩序与引力，显然来
自一个知识者对存在世界的现代理性
认知。这二者，在何向阳的诗中时时

处处交织在一起，基本构成了诗人感
知世界、认识生活、读解人生的能动
思维力量。

这种思维动力影响到诗人创作历
程中的方方面面。比如，对写作对象的
选择，对艺术手段的使用，对自己诗艺
审美的追求，以及艺术风格的形成等，
何向阳的诗集《锦瑟》中的诗作已充分
彰显了这些。读她这个集子中的诗，你
可以明显感觉到何向阳诗思个性特征
的鲜明、心域时空的旷远阔大，可以看
见她对无限自我的追问与抚摸，对游移
不定的无法言说的事物的把捉与言说，
等等。换句话说，读她的诗，你会明显
感受到这是一个有远方的诗人。也许
正是她诗中远方的导引，也使得她的诗
基本不在当下世事的事件情节即具体
事件上停留。

当下事件只是她诗思的起点与路
桥，她经由这里，目标向度则是幽微的
根系或旷远的未知。“纸上/尚未完成的
句子/看不见的根须/离开了花蕊的香/
爱的欣悦的/灵魂/我更爱一首诗/还未
写出的部分/犹如深爱/那站在人群中
一直沉默的诗人”。在这首诗中，诗人
何向阳用几个短短的诗行，明确表述了
她的审美趣味。现实生命中那已知的、

具体的实在在这里已被安置，她把动态
的灵智与诗思倾情于未知；不少诗人惯
用的戏剧化手段在此被搁置，诸多诗作
中常见的新闻性、时政性元素在此被剔
除，在此留下的，是具有中国传统诗歌
艺术精神的诗性智慧和具有现代艺术
特性的知性思维。

说到诗性智慧，不由还让人想到
中国新诗草创时期的一个诗的类型，
即“小诗”，如冰心的《繁星》《春水》、宗
白华的《流云》、徐玉诺的杂诗。这些
诗极似中国古典诗词中的绝句与小
令。当然，我们也清楚地知道，这些小
诗是受到印度诗人泰戈尔以及黎巴嫩
诗人纪伯伦的影响。我想说的是，无
论是中国古典诗词中的绝句、小令，还
是泰戈尔、纪伯伦式的短诗，都具有不
重记事、长于抒情、明哲启悟、追求形
而上的哲思等具有东方面目、东方智
慧的特点。瞬间的诗思通达恒久的旷
远，这应该是中国的诗性智慧，也是东
方的诗性智慧。

这样的一种以彰显诗性智慧为
其艺术特点的新诗，在我国新诗草创
时期的诗坛上曾经产生过较大且很
好的影响。但后来因为战争及其他
一些社会原因的影响，这类诗渐渐沉
寂了。在我们进入一个新时代的今
天，我们是不是可以延续中国诗歌的
这一优秀传统呢？作为理论家和诗
人的何向阳的诗，是不是已经在这方
面做出可贵努力并已取得可喜成绩了
呢？她的这种把中国传统诗性智慧与
今日世界的现代知性结合在一起的思
维方式是否还可以做更进一步的深化
呢？我的认识是：成绩可喜，执念可
信，前程旷远。

诗与思的结晶
■单占生 近年来有一种读书方法叫“全脑速

读”，很是流行。据说一旦掌握了它，阅

读效率非常惊人，可以一目十行，而且过

目不忘。

古人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具备“速读”能力，自然有助于提高读书

效率。但从另一个角度讲，读书毕竟不

是急于求成的事，需要循序渐进，需要点

滴积累，需要不断巩固，一味地追求“速

读”也是不可取的。

说起“速读”方法，我曾尝试着学习

过。如果说是出于强烈的求知欲而去学

它，好像也不尽然，只是因为自己“好买书

不求尽读”，虽有藏书千余册，但十有七八

都未曾好好读过，于是萌生愧意，期望用

“速读”来自我安慰罢了。从原理上讲，所

谓的“速读”，就是一方面通过训练眼球机

能来放大注视点，争取一眼看到更多的文

字，这样就能读得快；另一方面通过开发右

脑形象记忆功能，把文字当作图象储存在

脑袋里，这样便于记得住。可惜的是，由于

学得不到家，不能一目十行，更做不到过目

不忘；不过，阅读速度还是有了较大提高，

反正看小说、读报纸比以前快了许多。

几年来，我靠着这种“半生不熟”的

“速读”方法，虽然读了不少书，但效果并

没有想象的好。有些理论性、专业性的

书读起来可不同于看小说、读报纸，眼睛

快了，脑袋就跟不上，所以很多书读过后

都没了印象，有印象的也只是一知半

解。这就使我感觉到：读书不能贪多求

快，有时还得需要慢点读。

与“速读”相比，“慢读”看似效率低了，

但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郑板桥说：“读书

以过目成诵为能，最是不济事。”同样，读书

以一目十行为能，也不见得有用。读书就

跟吃饭一样，要一口一口地嚼，一点一点地

咽，快了就会噎着、撑着，难以消化和吸收；

特别是读深奥一些的书，就跟啃骨头差不

多，更是急不得、快不了，虽然吃不到多少

肉，但啃起来津津有味。

这就意味着，如果要系统学习、熟练

掌握一门学问，就得把相关的书读懂、读

透、读精，甚至要像孔子那样“韦编三绝”；

如果要细细品味、好好欣赏一篇文章，就得

要逐字逐句地读上几遍。古人提倡读书要

“涉其流，探其源，采剥其华实，而咀嚼其膏

味，以为己有”。那种一目十行、过目不忘

的“速读”，显然达不到这样的目的，反倒会

“欲速不达”。而只有进入“慢读”，才能真

正汲取知识的营养，真正享受阅读的乐趣。

学者周国平说：“也许没有一个时

代拥有像今天这么多的出版物。在这样

的时代，一个人必须懂得拒绝和排除，

才能够进入真正的阅读。”真正的阅

读，就是去选择真正需要、有用的书，

然后静下心来，慢慢地去读；要在读书

的过程中拒绝浮躁、排除干扰。所以

说，让阅读回归“慢读”，不是不讲效

率，而是强调专心致志、一丝不苟。

回归“慢读”
■匡 吉

伟大新时代的思想宝库
——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