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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津报 荐
《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历程》，罗平汉著，河北人民出版社2021 年 4月出版。

推荐理由：本书完整系统地记录了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初期、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
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期、“文化大革命”十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
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走过的百年历程。全书
语言简洁，内容精炼，准确地把握了中国共产党发展的主要过程及其主题、主线和本质，将历史上
发生的重要会议、重大事件、重大决策，以及取得的成就、得到的经验、遇到的挑战等融入叙述内
容，要言不烦，同时以明白畅达的文字，在勾勒历史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刻的理论升华。

由著名党史专家、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罗平汉教授编著的《中国共产党
百年发展历程》一书近日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罗平汉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的教学与研究，是
著名党史专家。该书则是他在多年从事教学和研
究成果的基础上编写的通俗历史读物。

本书简明扼要又完整系统地记录了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年来所走过的光辉历程。

需要指出的是，该书历史叙事要言不烦，内容
简洁明了，语言通俗易懂，并在勾勒历史的基础上
进行了深刻的理论升华，能让读者一书读懂中国
共产党百年发展历程，并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
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坚强的政治定力。

■ 要言不烦的通俗历史读物

《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历程》一书的框架简洁
明了。该书共分为十一章，分别为“党的创立与大
革命”“土地革命的艰难岁月”“抗日战争的中流砥
柱”“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发展”“‘文化大革命’的十
年”“改革开放的起步与全面展开”“把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推向21世纪”“在深化改革中实现科学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通过上述章节，罗平汉以严谨科学的历史分
期，简明扼要但又完整系统地记录了中国共产党
从成立初期、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
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
期、“文化大革命”十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
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及党
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走过的百年历程。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全党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的背景下，该书虽然仅是一本25万字左
右的通俗历史读物，但亮点却不少。譬如，作者运
用了其深厚的学识与理论功底，以提纲挈领的形
式讲述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历程，使读者迅速
抓住党史中的重大事件、重大决策、历史人物、路
线方针等要点重点。

譬如，该书对2020年发生的疫情的简要叙
述，就能让每一个经历过疫情洗礼的读者感同身
受，并迅速抓住重点：
“2020年伊始，武汉发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不久蔓延至全国。中共中央对此高度重视。

习近平多次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并作出指示，
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要把人民群众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坚
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并决定成立中央应对疫情工作
领导小组，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担任组长。2020年
1月23日，武汉全市采取隔离措施，包括北京、上海等
31个省市区也相继实施严格的防控。全国组织动员
了数万名医护人员组成医疗队，赶赴武汉及湖北其他
地区，开展医疗救治工作。1月28日，中共中央印发
《关于加强党的领导、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
强政治保证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为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政治保证。2月14日，习近平
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强
调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是党治国理政
的一项重大任务，必须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
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疫情发生后，各地
区成立了党政主要负责人挂帅的领导小组，启动了重
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Ⅰ级响应，很快在全国形成全面
动员、全面部署、全面加强疫情防控工作的局面。3
月10日，习近平专程赴武汉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强调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要紧紧依靠人民，
要做好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把群众发动起来，构筑
起群防群控的人民防线。3月18日，我国31个省市
区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武汉市首次报告新增疑似病
例为零，现有疑似病例为零，新增确诊病例为零。经
过3个月的艰辛努力，中国取得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阻击战的阶段性胜利。
“随后，中共中央及时将全国总体防控策略调整

为‘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推动防控工作由应急性超
常规防控向常态化防控转变。应香港特别行政区政
府请求，在中央统筹部署和指挥下，国家卫生健康委
组建内地核酸检测支援队，协助香港抗击疫情；在澳
门疫情受控后，广东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建立‘健
康码’及核酸检测结果互认互通机制，澳门与内地人

员正常往来逐步恢复。我国第一时间研发出核酸检
测试剂盒，疫苗研发总体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分批为
全民免费接种。”

■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100年，是为中国人民
过上美好生活而奋斗的100年，也是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100年。100年来，党领导人
民开创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
道路，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
来的历史性飞跃。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
我们回顾百年党史，“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
更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为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
和问题寻找借口，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
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学

习好党史，能够使我们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保持
清醒的头脑和坚强的政治定力，并不断提高我们的
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和政治执行力。

笔者注意到，《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历程》一书
在勾勒历史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刻的理论总结和升
华，让读者深入思考并感悟历史，由此开阔了视野。

比如，该书在叙述党的创立史时就这样深刻总
结：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人当中，
“后来有少数人离开了革命队伍，有的甚至走到了革
命的对立面。但这并不奇怪，大浪淘沙，方显英雄本
色。这条从嘉兴南湖驶出的‘红船’，虽然曾有人中
途下了船，但上船的人越来越多，成为一艘东方巨
轮，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航向。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也
是中华民族从苦难走向辉煌的起点。”

而读者阅读该书，通过对这段党史的学习，就会
更加懂得党的初心和使命之可贵，理解坚守党的初
心和使命之重要。

●

●

●

●

武备文化集精神、智慧、技术、财
富、审美于一体，是每一个国家、民族
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历史上每个阶
段的武备制作水平，都是当时社会生
产力发展最为突出的标记，见证了中
国各民族之间不断交流融合的传奇，
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与文化价
值。而刀剑作为最普及的军事装备，
更是武备文化的重要标志。
本书中，作者根据不同的历史记

载，对各时期的代表性刀剑做了细致
的描述与讲解，并与出土实物和历代
藏品进行反复比对，勾勒了跨越两千
余年的中国刀剑的发展脉络，并以丰
富精美的图片带您进入博大广阔的中
华武库，感受其中的独特魅力。

《中国刀剑史》

龚剑著
中华书局
2021年3月

一个小女孩妒忌妹妹诺娜受到
家人特殊的关注，经历了一场残酷的
觉醒；一个即将被房东赶出门的姑娘
在街头偶遇一个老太太，在老太太家
中的遭遇匪夷所思；一个丧夫的老太
太从巴塞罗那独自来到马德里，却意
外发现年轻时的丈夫，由此陷入一场
时间的漩涡……
库巴斯重新审视童年与成年、

孤独与家庭、故乡和城市的日常生
活，向我们展示出蕴含其间的神
秘、意外和震颤。

你有过这些“脑洞”吗？人类是
电脑虚拟世界中的一串代码；疾病是
外星人投放的生化武器；耶稣是误食
蘑菇产生的幻影；地球每年都在膨
胀；人类每一天都在变笨……如果说
这些全是真的，你敢相信吗？一部颠
覆传统的万物科普，一部包含了天文
学、地质学、生物学、人类学、考古学
等十几个学科的“脑洞”合集。从宇
宙的诞生到生命的形成，从人类的进
化到文明的兴起，以反主流的视角重
新观察世界，即使荒诞不经的假设，
也能被验证成真。

据传，江湖骗术分为八大门
派。他们之间分工明确，交流使用
行内黑话，外人无法理解。二十年
前，八大骗合作实施的一起诈骗案，
至今无人能解。
一起特大跨国诈骗案中重新出

现了八大骗的踪迹，中州市反诈骗中
心主任俞骏接到任务，要在三个月内
建立一支通晓市井江湖、精研此类犯
罪的警务人员队伍。自小混迹市井、
既懂骗术又懂刑侦的奇才斗十方，在
追讨被骗手机时被意外选中。他打
入骗子窝中当卧底，不断挖掘出案件
背后越来越多的真相……

《诺娜的房间》

【西班牙】
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兹·库巴斯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1年6月

《万物皆假设》

【英】埃里克斯·伯依斯著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1年5月

《反骗案中案》

常书欣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1年5月

书津报 架悦分享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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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渝川

黄河如何启迪中华
民族的自然观？

大禹治水是中国古代历史传说中的重
要篇章。公元前5000年甚至更久远的时
候，全球各地都曾遭遇大洪水，这也使得不
同文明的神话、传说文本上都有类似的记
载。在中国版本的洪水故事中，人们没有
选择惊惶逃亡，而是迎难而上。

考古学家通过考证已经证实禹河故道
的存在，也就是说，具体的治水是不是真的
由大禹这个人来领导完成确实是不确定
的，但当时的确劈山划地，将黄河引导到
了大陆泽，使之成为一个库容巨大的天然
调节水库。任职于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学
者、教授杨明长期从事河流动力学科学研
究，据此指出，大禹治水一直到很久以后
的西汉末年，禹河故道依然保持稳定。当
然在汉代，大陆泽因为积蓄了大量泥沙，
湖底不断抬升，所以黄河的迁徙改道就显
得不可避免了。

我国的历史传说中对于大禹治水的经
验概括还是十分准确的。杨明在其所著的
《黄河简史》一书中就谈到，相传禹的父亲
鲧采用的是“围堵障”，而禹则在此基础上
加入了“疏顺导滞”，即利用水从高向低流
的自然趋势，根据地形将围堵的洪水疏通，
将之引入疏通的河道、洼地、湖泊，再疏通
其通往大海的河道。

另外，根据《史记》、《淮南子》等古籍的
记载，大禹治水还进行了工具创新，发明应
用了“准绳”和“规矩”，而这体现了中国古
人重视科学、重视实际测量的特点。
《黄河简史》这本书还指出，大禹在

成为君王后，竭力畅通民意渠道，使自己
尽可能随时听到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和建
议。民众因为仰慕大禹的品德，所以纷
纷前来求见，“或陈说事务，或指摘过
失，或通报情况，或谈心拉家常，络绎不
绝，门庭若市，形成早期的政通人和局
面”。在这种情况下，治水以及其他方
面的重要事务，也能得到人民的理解和
积极配合，真正意义上调动起民众的参
与积极性。只有理解和做到了这一点，
才可能摆脱治水透支民力、引发民怨这
一痼疾。

本书用通俗、质朴又符合科学的语
言，系统地梳理了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
河在几千年历史上发生过的数次大改道
事件，以及历朝历代进行黄河治理的实
践，重点凸显了多位有代表性的黄河治理
伟大人物的事迹，包括历史传说中的大
禹，以及正史记载的王景、刘大夏等人治
理黄河的思路和具体做法。正如书作者
所说的那样，从历史传说的时期开始，几
千年以来，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既仰赖于
黄河，又需要不断地适应自然界带来的挑
战，“在同洪水的斗争过程中，人们对自然
界的认识也有了史无前例的升华。中国
人开始认识到自然界并不是想象中充满
敌意的邪恶之物，而更像是一切生命体中
更伟大的存在。”正因此，“顺天应人”的思
想，也逐渐变成了中国人自古以来的生态
自然观。

这本书的另一大特色是，书作者熟稔
河流动力学，从而能够自如地叙述和分析
历代多次黄河治理的实践。

杏林三月茂 橘井四时春
王东浩

唐代药王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谈道：“凡大
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
之心，誓愿普求含灵之苦……”大医之说，在中国
2020年新冠疫情防控过程中更是体现得淋漓尽
致。过去一年新冠肺炎席卷全球，中国亦不可避
免，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发挥制度优
势，带领全国人民对新冠疫情的防控取得了举世
公认的成绩，有效控制住了新冠肺炎的传播，抗击
疫情一线的“大医”更是抒写了一首又一首的壮丽
诗篇。由天津市委宣传部编的《大医张伯礼——
抗“疫”一线报道纪实》（天津教育出版社2020年
版）诠释了大医张伯礼春暖杏林的高尚医德，更抒

写了一名共产党员悬壶济世的伟大情怀。这本纪实
名篇不仅把国之大医的精湛医术呈现给世人，还把
医者父母心的高尚情操传递给了后人，同时也让我
们感受到了“人民的需要就是使命”的一个共产党人
的灵魂所向。这对于我们奋力新时代，实现中国梦
具有伟大的意义。

首先，医者匠心。医生的匠心指的是其在专业
领域应具有的精湛医术。在疫情肆虐的关键时
刻，全国的医护工作者挺身而出，除了医护人员的
担当精神，更为重要的还有他们对自己医术的自
信。在此，医者的工匠精神在大医张伯礼院士的
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疫情面前，全球茫然，我国
中医在困难面前勇于亮剑，所以有了首个以中医
治疗为主的方舱医院。在湖北省新冠肺炎治疗过
程中，中医药的使用率达到了96.4%，张伯礼等3
位院士领导的团队充分发挥医者匠心，中医药的
疗效不断显现，而中医药在社区防控中更发挥了
积极作用。

其次，医者仁心。医生的仁心指的是一种博爱
和担当的伟大情怀。在过去一年的抗击疫情中，
无论是84岁高龄的终南山院士，还是因劳累过度
而摘除了胆囊的张伯礼院士，都诠释了白衣执甲、
逆行出征的仁爱之心。这个把胆囊摘掉的中医斗
士，同时却有着济世苍生的伟大情怀，在大疫面
前，这位无“胆”英雄愿与病患“肝胆相照”，愿以一

颗至诚之心与美国专家分享新冠肺炎防治的中医
药经验，更是提出愿与世界共享中国方案。在这
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高德大医的张伯礼们诠释
了医者仁心，在无上的荣誉面前他只是说了一句
话“我做了该做的事”。

再次，医者恒心。医生的恒心指的是一种持之
以恒的事业之心。在疫情肆虐的时候，大医张伯礼
患急性胆囊炎，有胆结石嵌顿。老人在手术结束后，
用虚弱的声音对儿子说：“知道你近日来武汉，你不
要来我这里，在‘红区’一定努力完成任务，保护好同
事和自己。”术后三天，这个老人就把自己的病床变
成了工作台。病疫无国籍，恒心诠真诚，在国外疫情
快速蔓延的情况下，张伯礼以赤诚之心分享中国中
医药在抗击疫情中的经验，深刻诠释了“无影快刀除
隐患，有方奇术解沉疴”的中医神话。

最后，医者“国心”。医生的“国心”指的是一种
具有强烈家国情怀的赤子情结。在全球疫苗研发的
征途上，大医张伯礼们以赤子的忘我情怀奋战在一
线。本书中“医者伯礼 仁心接力”一文满怀深情地
记录了这样一句话“半个多世纪，这双手，救人无数；
这颗心，报国无悔。”共产党员的初心在这位73岁的
老人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国有危难，医生即战士，
宁负自己，不负人民”。17年前的非典疫情和今天
的新冠疫情，老人同样的豪言壮语让我们激情澎
湃。正是因为这份初心使命，我们感受到了伟大的
中国梦一定能实现。

杏林三月茂，橘井四时春。我们从《大医张伯
礼——抗“疫”一线报道纪实》中管中窥豹，饶是如
此，也感受到了至尚的医术，至诚的医德。更深刻体
会到一名共产党员的心路历程。在今天我们奋战
“十四五”的道路上，我们应该从这些大医身上学习
工匠精神，学习仁爱情操，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大医张伯
礼——抗“疫”一
线报道纪实》，中
共天津市委宣传
部编著，天津教
育出版社2020
年5月出版。

读懂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
程传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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