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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有勇

书津报 架

《〈菜根谭〉无障碍读本》
【明】洪应明著、霍明琨编著

团结出版社

2021年2月

《菜根谭》是明朝万历年间洪应
明所撰写的一本语录体著作，论述修
养、人生、处世、出世等，是一部格言
体的人生智慧书。

霍明琨教授以自己深厚的国学功
底为基础，从全新的角度诠释，将经典
与现实生活相结合，谈学习、谈生活、
谈修养、谈人生、谈社会，让我们明悟
如何做好自己，如何涉世待人，如何过
好生活，如何面对命运等，从方方面面
教导人们如何跨越现实人生的苦难和
复杂的人际关系，正确地把握自我，正
确看待人生的得失成败，调节自己的
心情，创造幸福的人生。

本书通过女性视角，讲述了两对
母女因一场车祸人生触底后重建心
灵、点燃生命的家庭伦理励志故事。

秀芳和秀丽是一对截然不同的
姐妹，秀芳乐观、坚韧，丧夫后开炸鸡
店为生，她将独生女儿拉扯成为了优
秀的舞蹈教师；秀丽悲观、颓丧，重男
轻女，对自己的两个孩子有强烈的控
制欲。秀芳60岁寿宴后，一场车祸夺
去了她女儿的双腿和秀丽儿子的生
命。如何重新开始生活，成了摆在两
家人面前最大的难题……当命运和
你开了个大玩笑的时候，你选择怎么
办？未来被一堵墙阻挡，怨恨、恐惧、
无助、彷徨、绝望，到底怎么办？

如果人生是一条长河，大多数人
都会习惯于岁月静好无风无浪，当狂
风巨浪袭来，小人物却拥有消化不幸
的神奇自愈力，让人读后泪流满面。

在今天，卫星影像技术和GPS定位
服务能够随时为我们提供海量、精准的卫
星地图，出门旅行也不再是一种冒险。然
而在人类漫长的制图历史中，世界曾是由
一国之主、制图师、科学家和传教士按照
自己的理想去描绘的一张画布。

从公元前1世纪的石刻地图，到
20世纪近代战争宣传地图；从荷兰黄
金时代制图业的蓬勃发展，到早熟的
东亚制图业在全球化的历程中与西方
制图界的碰撞与融合，再到19世纪蒸
汽机与平版印刷技术为地图带来的革
新。本书用60余幅世界地图，带我们
回顾人类探索世界、认识自我的历史。

谈判是职场上一种重要的软实力。
从应征面试，到薪资谈判；从上下级沟通，
到甲乙方博弈；从争取客户订单，到解决理
赔争议；没有任何一种商业行为能够离开
谈判，会谈判才能争取主动权。

本书先告诉我们如何搭建谈判的基
本框架；再从性格解析入手，帮我们找到适
合自己的谈判风格；最后再详解影响谈判
局势的人、事、时、地、物，帮我们把握瞬息
万变的谈判局势。

推荐理由：本书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把学习中国共产党历史同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
主义发展史贯通起来，全方位多角度介绍从建党的开天辟地，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地，到改革开放的翻天覆
地，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系统回答了一些中共党史的重大历史
问题和热点难点问题，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文件、重要人物，详细阐述了党的
光荣传统、宝贵经验和伟大成就。

《中国共产党历史通览》，李忠杰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1年2月出版。

一部阐析马克思主义教育
中国化奠基的力作

——简评张健华等著《杨贤江〈全人生指

导〉思想与实践研究》一书

杜鸿林

大家 书读 《杨贤江〈全人生指导〉思想与实践
研究》，张健华、钟彬、陈泽、樊晓敏著，天
津人民出版社2021年3月出版。

六年前，我为黄永刚、张健华二位
学友所著《杨贤江现代教育理论体系
研究》一书写了书评《杨贤江——一位
大写的革命者思想者》。接下来的数
年，二位学友继续笔耕于杨贤江教育
思想理论这一研究领域，不断精耕细
作，成果累累。日前，我接到张健华等
著《杨贤江〈全人生指导〉思想与实践
研究》一书的书稿，集中时间通读，边
读边思索，有的篇什反复研读，心绪伴
随着该书对贤江老“全人生指导”思想
理论与革命实践的记述而起伏，掩卷
定思，受益多多，深感这是一部阐析马
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中国化奠基、献给
建党一百周年的精心之作。
这是一部在学术上有所拓新之

作。关于杨贤江学术思想的研究，学
界过往的研究大都聚焦在杨老教育思
想，而该书另辟蹊径，在对杨老思想理
论整体性把握的基础上，从其教育思
想理论体系中聚焦“全人生指导”思想
理论，并按其内在逻辑构建起一个关
于杨贤江“全人生指导”思想理论的子
系统，这就为深化和拓新杨贤江思想
理论的研究打开了一条理路。该书的
学术贡献还在于，以思想政治教育学
的视角考察杨贤江的教育思想及其
“全人生指导”思想与实践，这一视角
的运用，彰显出杨贤江教育思想理论
及其“全人生指导”思想与实践的思想
政治教育的学理蕴含。
这是一部在理论上守正出新之

作。该书对杨贤江“全人生指导”思想
理论的教育对象、主要目标、主要内容
和主要方法做了学理层面的梳理和归
纳，并通过历史与现实的比照，对其优
长和局限性做了辩证分析，求实学风
跃然纸上。该书明确指出这一思想理
论的三大特性，即阶级性、科学性和全
面系统性，强调这“三性”的统一。阶
级分析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
要方法乃至基本方法，超出其适用边
界而到处套用是有害的，这已为历史
所证实，但放弃这一方法，就无法辨清
贤江老所处的那个大革命年代的性
质，无法辨清一个人、一个群体、一个
集团的性质，无法辨清那个时代乃至
整个阶级社会各种繁复纷杂的思想理
论的阶级属性和科学属性。该书鲜明
指出杨贤江“全人生指导”思想具有阶
级性，它姓“马”，归属于马克思主义教
育思想谱系，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
中国化的新成果。这既是在恢复常
识，更具有重要的现实理论价值。
这是一部科学理论与生动实践交

相辉映之作。科学理论犹如报晓的雄
鸡，它的最高价值在于指导实践结出
璀璨的果实。该书用了大量的篇幅阐
发杨贤江“全人生指导”思想对于青年
学生的指导作用，囿于当时历史条件，
贤江老的这一思想对实践指导作用受
到了很大的限制，其理论价值的充分
体现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以
后。该书深刻阐发了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的“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全面发
展”等一系列重要的科学的教育理念，
阐明杨贤江“全人生指导”思想与之的
内在关联性，着力开掘贤江老这一思
想理论的现实意义，提出了结合新时
代新情势创新性转化这一重大课题，
高度关注将贤江老“全人生指导”思想
理论融入全面培养教育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建设事业接班人的实践。健华、

永刚带领课题组的年轻人多次到贤江老
的家乡——浙江余姚做宣传调研，跟踪
总结贤江中学、贤江小学等单位的实践
经验，展现出创建于大革命时期的“全人
生指导”思想理论的当代价值，这在该书
中有着充分的阐述。

这是一部给当代学人深刻启示之
作。启示之一，马克思主义是社会科学
研究的科学指南。该书指出贤江老“全
人生指导”思想有一个创设过程，入党之
前，他是基于“教育万能、教育救国”的思
想，入党之后，他掌握并学会运用历史唯
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这一科学工具，
从而指导他成为一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
教育理论家，在我党筚路蓝缕奠基立业
的初期，为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国化
作出了开创性贡献。启示之二，恪守党
的立场和人民立场的统一。贤江老创立
并实践“全人生指导”思想理论的历程证
明了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无涉、价值
中立是不成立的，古今中外关于人生成
长教育的思想理论数不胜数，由于应用
者的立场不同，同样的一个词语，同样的
一个理念，在实际应用中的效果截然不
同，对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也就不同。
贤江老的人生经历告诉我们后人，运用
思想理论要有正确的立场，创建思想理
论同样要有正确的立场，这一立场就是
党的立场和人民立场的统一。启示之
三，言行一致，恪守初心。贤江老创立了
“全人生指导”思想，而他本人就是这一
思想的忠实践行者。该书的一大亮点就
是附上了多篇出自张承先、潘汉年、杨之
华（瞿秋白夫人）、吴亮平、胡愈之、李一
氓、叶圣陶等前辈对贤江老的纪念回忆
文章，其中收录了夏衍发表于1949年8
月9日《解放日报》上的一篇回忆文章，
文中记录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见
到贤江老的感受：“直到这年盛夏我在一
家小书店的编辑室中遇见贤江同志的时
候，我才从知识分子的革命者中间发现
了一种能够在最险恶的环境中认清中国
革命的光明前景，坚持对党的信仰和忠
贞，既不焦虑又不悲观的坚韧踏实的品
质。在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中国的时
候，我从他的这种安详镇定的态度中，深
切感到了一个作为共产党员的革命知识
分子的气概与庄严。”贤江老有着传奇般
的革命经历，早在1919年他就加入“少
年中国学会”，李大钊、毛泽东、邓中夏、
恽代英等都是该会会员。1922年入党
后，他投身于文化界、青年运动、工人运
动、军界，为党的事业殚精竭虑，视死如
归。他以他那36岁的生命铸就了矢志
践行初心使命的光辉楷模。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的历
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
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包括“全人生指
导”思想在内的杨贤江教育思想是建党
初期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中国化的代表
性成果，在研究这一成果的队伍中，有贤
江老的血亲后人，令人欣喜的是，越来越
多“80后”“90后”年轻才俊也加入到杨
贤江教育思想的研究中来，这是对党的
理论发展史的敬重，是对前辈革命知识
分子的敬重。希冀健华教授带领研究团
队继续深化拓新杨贤江教育思想和革命
生涯的研究，再创作出无愧于革命先贤、
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的精品力作。
（作者为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
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021年对中国是具有历史性意
义的一年，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百年征程波澜壮阔，中
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中国近现代以来
历史最为可歌可泣的篇章。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还要认
真学习党史、国史，知史爱党，知史爱
国。要了解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来
龙去脉，汲取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经
验，正确了解党和国家历史上的重大
事件和重要人物。这对正确认识党
情、国情十分必要，对开创未来也十
分必要，因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站在建党百年的历史节点上，我们回
顾历史、正视当下、面向未来，会愈加
深刻地体会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
民最可靠的主心骨。

百年奋斗，百年探索，百年成长，
百年辉煌，中国共产党发展成为世界
第一大党，充满勃勃生机与活力。中
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中
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共
产党为什么能？这个问题需要从政治
上、理论上回答，最根本的是从事实上
回答，事实也正是从政治上、理论上回
答的基础。在百年庆典即将到来之
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隆重推出李
忠杰所著的70多万字的党史力作《中
国共产党历史通览》，纵观100年，解
析奋斗史，对这个问题从事实上作了
很好的回答。

● 系统权威 以长期从事党史工作
的积累和成果为基础

《中国共产党历史通览》的作者李忠
杰，是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原中共中央
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
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这
套书的写作正是以作者长期从事党史工
作的积累和成果为基础，具有很强的权
威性、系统性、理论性和可读性。

这套书的写作，遵循党的历史决
议的精神，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牢
牢把握党的历史的主题、主线、本质
和主流，牢牢把握史实、评价、表述、
口径的规范性。这套书坚持史实的
准确性和观点的权威性，基本内容都
以中共中央批准、原中共中央党史研
究室编写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一卷、第二卷）、《中国共产党的九
十年》《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国共产
党历史大事记》（1921年7月—2011
年 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
（1949—2009）》以及其他多个大事
记等为准、或为基础。这些文献和著
作，作者李忠杰曾经参与组织或审
稿，有的还曾主持过，非常有利于本
书掌握应有的口径和分寸。

本书分上下两册，共十五章。上
册十章，分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大革命运动”“土地革命战争”“全民
族抗日战争”“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
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大
规模的社会改造”“社会主义建设的
初步探索”“‘文化大革命’的曲折和
教训”“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下册
五章，分别是“伟大历史转折和改革
开放潮流的兴起”“进入新阶段的改
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与开创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局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向‘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迈进”。从这些篇章标题就可以看
出，这套书是将我们党百年奋斗史作
了系统的梳理阐述，对重要的事件和
历史过程，在一个标题下作出完整交
代，简明扼要，系统全面。

这套书写的是党史，但同时也是
一本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史。因为无论写党史，还是
学党史，这四个方面都是难以分开
的。将它们贯通起来，便于读者统一
学习和掌握中共党史、新中国史、改革
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史。

● 史论结合 史料新实 说理透彻

作为一套党史书，史论结合是《中
国共产党历史通览》的鲜明特色。这
套书不仅总体上呈现了百年党史的面
貌，还把党史长河中的耀眼浪花撷取
出来，点面结合，读起来饶有趣味。

本书注重运用最新史料和研究
成果，且简明准确。书中在讲长征
时，就用数据说话：按各路红军所走
最远的路程计算，红一方面军长征
2.5万里，红二方面军长征 2万余里，
红四方面军长征 1万余里，红二十五
军长征近 1万里。各路红军长征的
总里程约为 6.5万余里。长征途中，
红军共进行了师以上规模的战役战
斗120多次。红一、红二、红四方面
军和红二十五军四路红军出发长征
时，总人数为 20.6万，沿途补充了 1.7
万，到结束时共保留下来 5.7万。这
些最新翔实的数据，清晰有力的论
述，充分呈现出长征的艰险，体现出
我们党和红军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大
无畏精神。

党史研究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过
程，书中的内容反映了作者多年来
从事党史工作和理论研究的成果，
也反映了作者所了解的党史研究的
许多新认识新成果，多处理论阐释有
解疑释惑的作用。2017年，党的十九
大修改党章时，将原来经常使用的
“建国以来”，全部改为了“新中国成
立以后”“新中国成立以来”。作者在
书中第六章阐述“国家”概念时对这一
修改作出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
一种新的国家政权体系，是 1949年
建立的；但我们祖祖辈辈生长和生活
的祖国，已有几千年历史，不能说
1949年才建立。很多诸如此类的理
论阐释，在书中不是长篇大论加以专
门介绍，也没有一个一个全部点明，而
是主要贯穿在对历史过程、历史事实
的具体描述和评点中。我们在阅读
中，仔细琢磨有关的用语、词汇、描述
和论断，就能体会出来。

党史著作中的理论阐释要严谨，
但并不意味着枯燥。《中国共产党历
史通览》中理论阐释的重要特点就
是深刻简明、鲜活生动。在这套书
第十三章中，作者把多种所有制改
革比喻为万马奔腾，把公有制比喻
为领头的红马，把其他各种经济成
分比喻为各种不同颜色的骏马。并
强调，在这万马奔腾的队伍中，并不
一定每一个局部都要是红马占多
数。红马的作用，关键是起控制和
引导作用，领着队伍向一个正确的
方向奔驰。无论红马还是黑马，在

竞赛中都是平等的，都要在市场经济
的奔腾前进中较量、竞争。用这样一
个形象的比喻，恰如其分地阐明了我
国的所有制改革问题。

● 深入浅出 在丰富性故事性生动性
上下功夫

大家的作品往往深入浅出，能把深刻
的内容用大众化的语言呈现出来。李忠
杰是研究党史的大家，《中国共产党历史
通览》就在丰富性、故事性、生动性上下了
大功夫。百年党史史料浩如烟海，掌握史
料，甄选写作是一件大工程。这套书事实
材料丰富，涵盖范围广阔。在叙述上，点
面结合。有些读者已经很熟悉的内容就
少讲一点，不一定熟悉的事情就多讲一
点，介绍了一些不为读者熟悉的史实、故
事、情节和细节。而且文风鲜活，可读性
很强，一读起来，就放不下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我们共产党
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
多学习多重温，心中会增添许多正能量。”
学习党史，总有一些历史事件、历史人物
带给我们持久的感动、深刻的启迪，这些
事件、人物凝聚起的精神，成为我们前进
道路上取之不竭的强劲动力。这套书讲
述多个革命历史上的生动故事。在本书
第三章第九节“在大起大落中成长的党”
中，作者讲一个不那么广为人知却十分感
人的故事：曾任黄埔军校教官的萧楚女，
1927年4月22日在狱中被杀害，年仅34
岁。他生前在农讲所和黄埔军校带病工
作时曾说：“同学们，你们想蜡烛不是能放
光明吗？做人也要像蜡烛一样，在有限的
人生中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给人以光明，
给人以温暖。”他形容自己的人生观是“蜡
烛人生观”。萧楚女用自己的牺牲实践了
他的“蜡烛人生观”。我们党正是不断涌
现千千万万萧楚女这样的共产党员，我们
的事业才不断发展壮大。

书中多处引用古诗词和典籍，使表
达更富有诗意，更富有文采。在第六章
引用了赵匡胤的诗作《咏初日》“太阳初
出光赫赫，千山万山如火发。一轮顷刻
上天衢，逐退群星与残月”。把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比作初日高升，光芒万
丈。在第七章引用诗句“旭日衔青嶂，
晴云洗绿潭”，来阐释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对社会各方面进行
了一系列民主改革。第十一章引用了
《刘子·思顺》中的名句：“山海争水，水
必归海。非海求之，其势顺也。”用以阐
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经济体
制改革是大势所趋、顺天应人。在第十
二章引用诗句“东风好作阳和使，逢草
逢花报发生”，用以阐明，邓小平同志的
南方谈话，给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指明
了方向，犹如一股强劲的东风，吹开了
改革开放的又一个春天。这些古诗词和
典籍运用得恰到好处，让这套党史书散
发出独特的人文魅力。
“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

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中国共产党
为什么能取得今天的成就？为什么能永
葆青春活力？《中国共产党历史通览》这
套书的每一章每一节都在用心回答，全
部看完，更会有深刻清晰的认识。回望
我们党走过的路，是为了更好地前进。
这套书记述史实，也总结经验教训，细细
品读，会收获历史启迪，会获得源源不断
的前进动力。

（作者为《红旗文稿》编辑陈有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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