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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培养孩子的财商
彭芳

2021年中国共产党将迎来百年
华诞。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
的历史发展和社会变迁紧密同构在
一起，深刻影响着中国历史的选择
与走向，广泛影响着中国人民的生
活与命运。正因为中国共产党对中
国人民影响如此深广，几乎每个人
都会形成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历史的
认识。正如“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
哈姆雷特”，不同人有不同的党史
观。一个人的党史观体现着他对党
的过去的看法，同时又影响着他对
党的现实及未来的认识，影响着他
对党的认同与接受。从这个意义上
说，历史观至关重要，认识党史必须
秉持科学的历史观。

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著名
中共党史学家石仲泉的著作《我观党
史》多卷本，就是一部运用科学历史
观研究百年党史发展的典范之作。
2001年建党80周年时，他首次出版
《我观党史》；2007年出版《我观党史
二集》；2012年出版《我观党史》三卷
本；2014年出版《我观党史四集》。
这四本共有约430万字。目前，反映
他从2014年10月到2019年10月5
年间最新研究成果的《我观党史五
集》（约180万字）正在编辑当中，并
有望与前四本整合成新的《我观党
史》五卷本择日出版。《我观党史》多
卷本成为一部在20年间经受住学术
和时间考验的经典著作。

一 石仲泉的科学历史观

2013年元月，在《我观党史》三
卷本和《党史热点面对面》出版座谈
会上，石仲泉简要阐发了自己的历
史观。他说，一是要坚持马克思主
义立场观点方法。所谓马克思主义
立场，是指人民大众的立场，而不是
拥有特殊利益的小众立场，也不是
自诩精英的小众立场。所谓马克思
主义的观点方法，就是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而不是搞
片面性、极端化，无限夸大某些方
面，攻击一点不计其余的观点和方
法。二是要把握好政治与学术的关
系。政治与学术是一对矛盾，既有
相辅相成的一面，又有相抗相克的
一面。学术与政治既有服务性关系
一面，又有遵守学术自身研究规律
的独特性一面。当政治偏离实事求
是的路线和方向时，学术要坚持实
事求是的原则虽然很不容易，但一
定要努力坚守住学术良心的基本底
线。三是把握好学术求新和严谨学
风的关系。学术研究要有创新的追
求，但要力戒浮躁，坚持严谨学风。

对于科学历史观的上述概括，简
练却深刻，凝聚着石仲泉长期研究党
史的智慧和经验。他之所以能够形
成这种科学历史观，首先得益于深厚
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1956 至
1964年，他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攻读
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科和研究生，接受
了系统扎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训
练。“每天都是从宿舍到食堂，从教室
到图书馆，书包里带着饭碗叮咣叮咣
地跑来跑去”，九年苦读奠定了坚实
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研究生毕
业后，他长期在中央机关从事党的历
史和理论研究，参与过旨在科学评价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历史发展的《关于
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深受胡乔木、胡绳、龚育之等大
家的影响，深化了对科学历史观的认
识。1995至2003年间，他在原中央
党史研究室负责主持编修《中国共产
党历史》第一卷和第二卷，直接运用
科学历史观主持编修宏观党史，科学

历史观在应用中获得了极大提升。

二 运用科学历史观研究党
史的若干创见

“大”是学术大家的基本属性，
“大”首先体现在研究领域的博大性
上，但对于真正的学术大家而言，
“大”又绝不是看似无所不包实则浅
尝辄止的“万金油”，“大”要与“深”有
机结合，实现广博与精深相得益彰。
石仲泉的研究领域比较宽广，《我观
党史》涉及党的人物、理论、事件研
究；贯穿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三
个历史阶段。他运用科学历史观研
究党史问题，得出了若干令人深思的
创见。

关于党的人物研究。人物是历
史的主角，是影响历史发展的重要因
素。石仲泉对人物的研究基本分为
领导人和学问家两个系列，着重研究
个人特质、思想比较及人物关系。这
是人物研究中最有价值也是最有难
度的三个方面。

领导人的个人特质对历史发展
的影响不言而喻，只有从人物特质的
角度着眼，才能理解在特定历史情境
中，领导人是怎样作为以及何以是这
样作为的。例如，周恩来在“文革”中
的言行具有多重矛盾性，历来的解读
莫衷一是。石仲泉从周恩来的人格
特质出发，辨析了他在“文革”中的独
特角色及历史作用，并阐发了周恩来
人格特质的亮点，率先提出“周恩来
精神”，指出周恩来是中华民族的人
格典范，对这个学术史的难点问题作
出了令人信服的解答。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领导人的思
想演变是理解党史发展的重要解码
口。石仲泉以研究党的思想理论见
长，很容易把握领导人的思想演变与
党史发展的关系。例如，毛泽东
1953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改变
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向社会主义转变
的原初设想，其原因令人困惑，学界
也曾做过不同解读。石仲泉独辟蹊
径地从毛泽东的思想演变的角度展
开分析，提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
本身存在罅漏，不仅对于两个阶段转
变时间的衔接不明确，而且对新民主
主义社会实质的认识也不确定。抗
战时期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是新
资本主义，而到了1948年9月政治局
会议，他又改变了这种想法。既然他
不同意新民主主义就是新资本主义，
那么，新中国成立后，如果按照原来
的设想要搞20年的新资本主义，他

是难以容忍的。正是毛泽东的思想
变化，改变了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的
具体路径。

人物关系是无论学界和坊间都
普遍关心的话题，如果没有科学的历
史观，很容易导致对人物关系低俗化
乃至庸俗化的理解，由于中国传统人
际关系及文化的复杂性，又由于人物
关系具有很大的主观性，且有关人物
关系的史料保存和披露都很有限，人
物关系成为即使学界也难以精准适
度把握的难点。对人物关系做高大
上的纯粹理想化的解读，则难以搞清
人物关系的真实状况，对历史的解读
是缺乏力度的；而对人物关系做低俗
化的解读，则看低了共产党人高尚的
人格境界，对历史的解读是缺乏品位
的。石仲泉既没有回避人物关系的
复杂性，也没有陷入对人物关系低俗
化的解读之中，而是充分揭示出了党
的领导人崇高的人格境界，也体现了
解读者的人格涵养与学术品位。

关于党的思想理论研究。哲学
出身的石仲泉对思想理论有天然的
亲近感，研究思想理论也有独到的优
势。他在党的指导思想、党的建设理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方面颇有创
见。在党的指导思想方面，他于
2006年就较早地提出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来表述改革开放以
来党的创新理论。一年后召开的十
七大，采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的概念。概念是反映事物特有
属性的思维形态，概念的产生是人们
认识过程中的质变。人们认识事物，
开始认识到的是事物的外部特征，认
识到的是那些派生的特有属性，而后
才可能认识到具有决定性的特有属
性。概念创新意味着由对事物派生
特有属性的认识发展到对事物决定
性的特有属性的认识。这是认识发
展中艰难的一跃。概念是思维的起
点，好概念不仅能够反映事物的本质
属性，而且具有简练易懂的优点。概
念本身很简单，一般也就几个字至多
十几个字，但概念创新的难度极大，
不仅需要深厚的学养，需要对党的思
想理论史全面系统的掌握，而且需要
胆识和勇气，需要对各方因素周全的
考量，在充分把握各种因素的基础
上，创造性地提出新概念。除了概念
创新，石仲泉还提出很多新观点。他
曾长期担任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
究会会长，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领
域卓有建树，提出毛泽东哲学思想不
仅是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而且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
基础等新论。

在党的建设理论方面，石仲泉提出
了党要直面“两个周期律现象”和“三面
历史镜子”，这种说法为党的建设领域广
泛借鉴和频繁引用。在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研究方面，他曾作为首席专家主持中
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
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
基本经验”，提出马克思主义传承不是独
脉单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中国
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
合，以及从中国角度解读马克思主义而
形成的理论传脉。这种认识，从学理上
揭示了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缺陷，从
根源上阐发了为什么不能教条地对待马
克思主义的道理。

关于党的事件研究。目前，史学研究
总体上益发趋向微观化。微观研究是极
为必要的，虽然微观研究不免导致碎片
化的问题，但正可谓“非碎无以立通”，正
是一个个微观问题的解决，才可能弥补
传统宏大叙事苍白空洞的不足。然而，
研究的过度微观化造成大部分研究者再
也难以驾驭宏观党史的研究。当今能够
同时驾驭宏观和微观两方面研究的学者
真是少之又少。石仲泉既有党的通史研
究，又有不同时期的历史事件研究；既有
党的宏观党史综合研究，又有微观的党
史专题研究，很好地整合起宏观和微观
研究。他还创新研究方法，在依据文献、
档案、口述等传统研究方法之外，提出
“走走党史”的新方法。通过对中央苏区
的考察，他重新定位了中央苏区的历史，
纠正了过去对中央苏区的很多模糊认
识，并且较早地论证了苏区精神。他65
岁开始重走红军长征路，几年间基本走
完长征路，75岁时又走完了西路军征战
河西走廊的全程，在红军长征方面提出
若干新观点。比如，首次提出红军长征
的基本内涵，提出红军长征是“3+1”（一、
二、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长征，三
个方面军长征的总里程是6.5万多里等
等，澄清了一些模糊认识。

三 科学与智慧交相辉映

《我观党史》是以党史命名的，其主要
研究对象也是党史，是一本地地道道的
党史著作；又因作者具有哲学家的素养
和功力，自觉不自觉地以一个哲学家的
眼光来解读党史，赋予了党史研究以浓
厚的哲学气息，故而本书作为哲学著作
特别是哲学应用著作来读也未尝不可。
全书思路清晰、逻辑严密、入木三分，正
是一部哲学著作的基本品质。全书不时
闪烁着深邃的哲学思考，随处可见具有
穿透力的见识。哲学是智慧之学，在这
里得以与科学交相辉映。作者是学者，
又因长期在中央机关工作而熟悉党的运
作，从而减少了纯书斋学者对党的运作
基本情况的那种隔膜感，使得研究最大
可能地贴近党史的真实。作者具有学者
气质，又因担任过领导干部，对党史的观
察多了一份独特的角度，弥补了纯学术
视角的单一性。作者是历史的观察者和
研究者，又因是历史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得以更加全面深刻地认识历史。他出生
于抗战烽火之中，少年时代开始观察社
会发展，1956年进入北大后，又以学理性
的视角观察党史发展。作者融观察者、
研究者、见证者、参与者于一身，由是其
研究多了不少鲜活感，会不由自主地融
入自己的体验和智慧。

透过《我观党史》平实洗练却深刻隽
永的文字，读者可以读到智者和长者的
智慧，读到资深专家是怎样处理复杂的
党史问题的，读到百年党史波澜壮阔而
又无比辉煌的伟大历程，读到中国共产
党将怎样以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性谱写
更加辉煌的未来。
（作者为山东社会科学院山东省马克

思主义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运用科学历史观研究百年党史
郑宁波

推荐理由：在中国共产
党走进第100个春秋之际，
中共党史专家石仲泉将自己
多年深入研究党史的整体观
感和创新成果呈现给读者，
他特别善于辩证地审视中共
党史中的热点、难点和疑点
问题，分析中共党史中的历
史事件，评价中共党史中的
重要历史人物，使得他的研
究结论更经得起时间和实践
的检验，对全面了解中国
共产党的历史，具有相当的
参考价值。

《我观党史》，石仲泉著，上海人
民出版社2020年5月出版。

大家 书读

《财富小管家，还是败家小怪物？》是
作者桑妮在教育孩子和培养孩子过程中
的经验总结。“迫不及待地翻译这样的一
本书，把它推荐给我的姐姐、我的好朋
友、我的同事、我的客户以及我认识的每
一个做母亲的人，因为这本书不仅仅有
助于培养儿童财商，也是培养孩子自尊、
自信、自律、感恩的操作指南。”这是译者
王丽华女士翻译这本书的初衷。
作者桑妮为双胞胎儿子杰森和马修

制订了有递进关系的一系列计划，培养
孩子养成理财习惯，让孩子学会赚钱、存
钱并管理钱。让她惊喜的是，她制订的
计划神奇地发生了“化学变化”——两个
儿子在学习基本的理财知识和技能的同
时，有了更多的收获。他们变得越来越
能替别人着想，知道用自己“挣”来的钱
给家人买礼物；他们也学会了自律，自律
到能够抵抗玩具的巨大诱惑。
学者艾瑞克·麦凯恩说，从孩子出生

之日起，父母就应该为他/她的未来做规
划。对此，桑妮在“前言”中已经做了说
明。她说：“如果一个人想过安全、舒适的
生活，金钱是必不可少的……孩子很小的
时候，父母就可以开始培养孩子理财的意
识和能力……”因此，从儿子两岁开始，桑
妮就开始对他们进行财富教育。为此，她
发明了一套奖励系统，就是本书所说的有

递进关系的计划。如果儿子态度积极，任
务完成出色，就能按照计划的约定，得到相
应的奖励。结果呢，她的双胞胎儿子“乖乖
地”配合妈妈完成了全部计划。通过认真
执行计划，两个儿子11岁的时候就已经有
了自己的储蓄账户、投资账户和大学基金
账户。换言之，他们比同龄人更早地拥有
了支配金钱的权利。杰森和马修让父母欣
慰地成长为“财富小管家”，而没有沦为让
父母痛恨的“败家小怪物”。他们更是学会
了自律，能够控制自己花钱的欲望，做到了
节约；在很多方面，比如读书，他们都能够
严格要求自己。他们知道了“规则”的厉害
之处，懂得不遵守“规则”、没有做到“规则”
要求的事情，就不能获得报酬……

为了将两个孩子培养成财富小管
家，桑妮制订了一系列有着递进关系的
计划，它们分别是存钱罐计划、清晨内
务奖励计划、特殊奖励计划、神奇阅读
计划，以及卓越之旅计划。所有的计划
都有详细的操作步骤，切实可行。

在配合妈妈执行计划，同时也为自
己“挣钱”的过程中，杰森和马修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对此，桑妮在书中写道:
“自从开始赚钱，他们俩对钱的态度就变
了。有钱之后，两个孩子不是想要更多
钱，而是开始想到别人，想与别人分享。”
我们总以为孩子还小，不应该碰钱，这其
实是不对的，这种看法远远低估了孩子
的理解力和承受力。每个家庭的情况不
同，培养孩子的财商，照本宣科是不现实
的。也许我们很难按图索骥，像桑妮一
样执行这些计划。然而，哪怕只是从她
的书中受到一点点启发，哪怕只是执行
了其中某一个计划，也远比什么都不做
强多了。为了让孩子在将来拥有更多选
择的权利，需要为人父母的多付出一点
心血和努力，而不是不负责任地把孩子
推到“散养”的境地。

《财富小管家，
还是败家小怪物？》，
【美】桑妮·李著，首
都经济贸易大学出
版社2019年6月
出版。

书津报 架

丁真，一位来自四川甘孜的康巴
藏族少年。透过他，我们看见了“丁
真的世界”，一片像丁真一样野性、纯
真又遥远的高原，一处与内地景致迥
然不同的藏地风景，一个存在于风光
航拍镜头中、却鲜少被人真正看见的
辽阔土地。时差岛团队于2020年11
月和12月两次前往四川甘孜理塘，
拍摄短片《丁真的世界》。本书从摄
制组的视角讲述了丁真的故事，并集
结大量文字、照片及幕后花絮，以期
呈现一个更丰富的“丁真的世界”。

《丁真的世界》
时差岛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21年1月

某年冬季假期，13岁少女丽贝卡·肖
随父母来到英格兰中部的山区度假却意
外失踪。村民、警察、搜救队、潜水员找
了几天几夜都一无所获。此后的13年
间，人们没有停止寻找她，但她的失踪也
似乎成了一道阴影，深深嵌入日常生活。
布克奖史上最年轻入围者麦格雷戈

的全新力作。这是一部不断累积起平
凡生活之力的小说，它用13年的时间探
索自然世界的节奏和人与人之间的美
妙情感，这一切都在一场陌生人所遇悲
剧的余震中展开。

《水库13》
【英】乔恩·麦格雷戈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年10月

人全身的细胞每七年更换一次，
成为一个全新的人；人的心智模式也
需要不断迭代，重塑全新的自我。
本书围绕定位、认知、心境三大主

题，精准绘制成长地图，为我们提供了随
机世界的生存指南。只要经过重新定
位、升级认知、自我精进、发掘潜力以及
自我重塑五个步骤，我们就能找到终身
成长的密码，应对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
和未来。个人成长从不需要外部工具的
加持。与其读懂趋势，不如先读懂自己
的心；想要突破外界的限制，不如先突
破“看不见”的操纵者——心智系统。

《心智突围：重构心智的底层逻辑》
WindyLiu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20年12月

本书是新锐小说家周恺的首部短
篇小说集。
“那阵子，我的处境很是糟糕，白天

去电台上班，稿子念得磕磕巴巴，总是
被投诉，晚上又在家写着这么一帮无望
的人”——推演自己未来的侦探小说
家、聚会前夜突然失踪的杂志社主编、
在公墓旁搭棚而居的流浪汉、以七个名
字经历七段人生的伪装者……
“真正的自由必定是对自我的要

求，与他者无关。孤独是困境，而自由
不是，我们随常陷入自以为是的孤独
困境中。”

《侦探小说家的未来之书》
周恺著

译林出版社

2020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