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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百年大党百年辉煌
成功之道

薛彬睿

《湘江战役的民间记忆》
刘玉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年6月

作者从民间记忆角度出发，结
合历史与文学视野，叙述了红军长
征的苦难辉煌，还原了共产党人与
民众的鱼水情深，反映了桂北红土
地的山乡巨变。

桂北大地，湘江两岸，中央红军
长征经过的地方，民间留下了大量
鲜为人知的故事。这些传奇散落各
地，以各种形式传诵，穿越时空代代
相传。作者历时20余年，在湘江两
岸遍寻亲历者、幸存者，本书收录了
其中48位口述人的珍贵记忆，以平
民视角讲述身边的战争，还原了历
史真实和历史的另一面，是对现有
湘江战役史料的补充。书中收录了
40余幅照片，为读者呈现湘江战役
留存的红色文物，红色遗址、遗迹，
桂北自然环境，口述人现状等，让读
者对这段历史能有更直观的感受。
随着当地湘江战役亲历者相继作
古，这份史料不仅难得，而且是具有
抢救性质的。

《政务大数据应用方法与实践》
张毅主编
中信出版集团
2021年7月

随着信息化建设的深入，互联网
的快速普及，物联网的广泛应用，全
球数据爆炸式增长，对经济发展、社
会治理、人民生活都产生了重大影
响。许多国家都把发展数字经济作
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能，在技术
研发、数据开放、隐私保护、人才培养
等方面积极布局。

深化政务大数据应用，有利于
提高数字政府建设水平，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本
书首先解读了中央关于大数据的
重要论述，阐述了大数据特征、相
关技术和重要意义，指出领导干部
要强化大数据思维，加快发展政务
大数据，并介绍了国内外大数据发
展情况。然后论述了大数据在经
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治理、公共
服务、应急管理和疫情防控领域的
应用，提出了政务数据资源整合、
共享与开放以及保障大数据安全
的方法。最后介绍了黑龙江全省
以及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佳
木斯等地市政务大数据应用情况
和典型案例，总结了浙江、上海、江
苏、广东、贵州、海南等省市政务大
数据发展经验。

科举制度从隋朝初创到明清鼎
盛，前后经历一千二百余年，是“四
大发明”之外中国对世界文明的又
一贡献。“状元文化”自古的魅力亦
延续到今日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
吕思勉在《中国通史》中论述：科举
所试之物，虽不足取，然其取士之
法，则确是进步而可以纪念的。

本书以明代唯一“三元及第”的
商辂为叙事主线，解读中国历史上
有记载的文状元求学、科考与从政
的独特历程，阐述了“状元文化”的
古今之变。

推荐理由：本书是“学习强国”总编辑刘汉俊所著的党史、党建理论学习普及
读本，从党史变迁看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的内在逻辑。

《百炼成钢》，刘汉俊著，大有
书局2021年6月出版。

助力乡村振兴 彰显社会责任
王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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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读悦

上个世纪 30 年代，《钢铁是怎
样炼成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在
解释这部作品的标题时说，“钢是
在烈火里烧、高度冷却中炼成的，
因此它很坚固。”这段话不仅阐述
了一个革命战士的成长过程，也引
发了我们对一个百年大党“百炼成
钢”的历史思考。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

寒来”。世界上没有哪个党像中国
共产党这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
险阻，经历过如此多的生死考验，也
没有哪个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历
经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
生不息。那么，是什么使一代代共
产党人最终“百炼成钢”的呢？由中
宣部宣传舆情研究中心党委书记、
主任，“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总编辑
刘汉俊新著的《百炼成钢》一书对此
给出了答案。
《百炼成钢》记载了刘汉俊近年

来关于党建理论发展的所思、所感、
所历、所为。该书不仅从党的百年
征程中科学、系统、准确地剖析了我
们这个“青春大党”百年辉煌的内在
逻辑，更从多个视角探析了共产党
人历经百年洗礼、最终百炼成钢的
理论基因、思想密码及实践基础，是
建党百年极具价值的献礼之作，也
是致敬初心饱含情怀的倾心之作。
该书对“百炼成钢”的解密层层递
进、环环相扣，越读答案越感清晰，
越读信仰越觉炽热。通篇读罢，受
益良多，记述所悟，以供交流。

一是百炼成钢，离不开政治坚定。
旗帜鲜明讲政治，既是马克思

主义政党的鲜明特征，也是我们党
一以贯之的政治优势。一百年来，
我们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高度
重视党的政治建设，形成了讲政
治的优良传统，也为新时代加强
政治建设积累了丰富经验。该书
围绕党的政治建设，从坚持正确
政治方向、加强政治领导、夯实政
治根基、净化政治生态、防范各种
政治风险、永葆政治本色、提高政
治能力七个维度对其进行了理论
解读，使读者在清晰的逻辑框架
中对党的政治建设有了更加全
面、立体、深刻的认识。

特别是，该书围绕“核心”问题进
行了深入阐述，可以说是抓住党的政
治建设的关键所在。作者认为，“马

克思主义政党的‘高度统一’，体现在
思想先进性、政治先进性、实践先进
性基础之上的高度统一，体现在思想
核心、政治核心、实践核心的高度统
一”。同时，作者指出新形势下维护
领导核心，就是要在思想上“与‘核
心’同心”、政治上“与‘核心’同向”、
行动上“与‘核心’同行”。总之，作者
对党的政治建设鞭辟入里的理论分
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具有积极意义和现实价值。

二是百炼成钢，离不开历史考验。
“历史总是在曲折中前行，经验

总是在教训中提炼”，我们党的百年
征程并非一片坦途、一帆风顺。正
如书中开篇所言，“中国共产党的百
年建党史就是一部在危机中寻新
机、求先机，在危局中开新局、谋大
局，顽强奋斗、不断前进，充满苦难
和辉煌的历史。”

该书全景式展现了我们党一百
年来经历的困境危局。其中，既有大
历史观视角下历史大潮的风云激荡，
又有微观特写镜头中具体事件的真
实温度，既有丰富翔实的数据资料，
又有入木三分的分析评述。翻开书
页，读者霎时便进入到历史画卷里，
置身其中，常常是“山重水复疑无路”
的紧张与迷惘才上心头，“柳暗花明
又一村”的释然与喜悦便上了眉梢，
这种阅读体验为我们读党史、学党史
又平添了不少乐趣。

该书带给读者的不仅仅是这份
沉浸式的阅读体验，更多的是历史留
给我们的思考与沉淀。作者通过对
我们党百年来应对困境危局的历史
梳理，总结提炼了共产党人在指导思
想、理想信念、根本宗旨、斗争精神、
思想路线、自身建设等六个方面化危
为机、开创新局的宝贵经验与历史启
迪，为我们面对新挑战、取得新胜利
注入了智慧与力量。

三是百炼成钢，离不开初心使命。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
族谋复兴。该书对共产党人的初心
使命和理想信念进行了深入思考、
深刻分析、深情讴歌。阅读该书，作
者对人民的拳拳之心、殷殷之情在
字里行间随处可见，如山间清泉，遍
布广野，绵延流长。

刘汉俊是这样写的，也是这么
做的。作为党的宣传战线的一员，
他始终坚持把初心倾注笔端、化为
力量，把使命扛在肩上、写在大地。
去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荆楚大地首当其冲。作为湖北
籍的著名作家，刘汉俊以笔为刀，投
身战“疫”，先后创作了《致敬武汉人
民》《武汉，生命在呼唤》《给武汉的
一封信》等长诗。刘汉俊在诗中记
录了“新中国最大规模的医疗集结”
的伟大史诗，诉说着“你把人民捧在
心里”的赤子情怀，颂扬了“不信邪
不服周”的荆楚文化，“烟波江上”的
战“疫”之声表达了中华儿女“共同
的情感、情愫和情怀”，为抗击疫情
贡献了直击人心的“文艺的力量”。

而刘汉俊的有力之举、鼎力之作，恰
恰是对《百炼成钢》中阐述的——
“文艺的力量”“来自火热的社会实
践、来自伟大的人民群众、来自深厚
的文化情怀”这一观点的最好脚注。

四是百炼成钢，离不开学习奋斗。
“中国共产党是诞生于学习、成

长于学习、壮大于学习的学习型政
党”，我们党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
必将依靠学习走向未来。书中，作
者辩证分析了“学习”与“奋斗”的关
系。认为“学习也是奋斗，奋斗需要
学习”，并进一步指出，“为人民幸福
而学习、为国家富强而学习、为民族
复兴而学习，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
人的初心和使命。”作者的论述有助
于我们更为准确地把握“学习”与
“奋斗”之间的内在逻辑与互动关
系，从而进一步增强党员干部以学
促行、以行践学的使命感、责任感。

作为“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总编
辑，刘汉俊系统阐述了“学习强国”
学习平台的历史基因、功能定位、具
体任务等内容，绘制了“学习强国”
学习平台的建设目标和发展前景，
使大家对“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有了
更深的认识与了解，从而更好做到
“学而时习之”。同时，“学习强国”
学习平台的成功创新实践，也为我
们党应对挑战、百炼成钢，汇聚了学
习之力，积蓄了奋斗之能。

五是百炼成钢，离不开党性修养。
党性是共产党员立身、立业、立

德的基石，加强党性修养也是党员干
部一生的必修课。该书围绕党性修
养进行了唯实的研究、提出了务实的
对策。大到厚植“为天地立心、为万
众塑心”的家国情怀，小到反对“串小
门、喝小酒、传小话”的“微风”“末
节”，远从“钱清江”中探寻修身的智
慧，近在“马上就办”中接受实践的锻
造，这些都为广大党员干部锤炼党
性、修身立德提供了生动范本。

该书的一大亮点还在于作者善
于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政
德的力量”，从而使该书更具文化
的醇香和历史的韵味。作者在古
代官员政德观的基础上，提出了共
产党人“更富有进步意义和时代内
涵”的政德观。认为党员干部要通
过“‘修心’以‘正心’”“‘养德’以
‘明德’”“‘守志’以‘补钙’”“‘明
礼’以‘守法’”“‘尊道’以‘弘道’”，
打造“一个具有高尚道德追求、鲜
明道德导向、强大道德力量的马克
思主义政党”，进而为“中国号”乘
风破浪保驾护航。

初心如磐，使命如山，历经磨
炼，风华正茂。如今，经过百年“烈
火”与“冷却”的共产党人依然志比
钢坚、身比钢强。面对新的困难与
挑战，只要我们团结成“一块坚硬的
钢铁”，从“百炼成钢”的伟大历程中
坚定信念、汲取养分、总结规律，就
一定能形成万众一心、无坚不摧的
磅礴力量，就一定能战胜一切艰难
险阻，昂首阔步走向胜利。我想，这
也是作者撰写《百炼成钢》一书所要
表达的初衷与希冀吧。

志愿军战士黄继光的英雄事迹家喻
户晓，在志愿军的老兵中，有很多黄继光
的亲密战友目睹了黄继光挺身堵枪口的
英雄壮举，并深受感动，几十年来一直默
默耕耘和奉献在祖国的大地上，《我是党
员我是兵》一书中的主人公——与党同
龄的老党员、共和国老兵——罗洪珠就是
其中一员，他不仅目睹了黄继光堵枪眼的
场景，而且参加了收容战友和护送英雄遗
体回国的过程。他和黄继光一个为了信
仰舍生忘死，一个为了信仰甘于平凡，用
平凡的生命在祖国的大地上书写不平凡
的人生，书写出大写的“人”字。

“我不当官当党员”——坚守共产
党人初心

少年时代的罗洪珠被团丁五花大绑
到国民党军队当兵，当兵两年，两次当逃
兵，差点丢了性命，后来在淮海战役时受
到解放军广播的感召，孤身投诚后又重
返国军领兵起义。他在国民党和共产党
之间的对比中，开始选择了共产主义的
信仰，踏上了一个共产主义者的征程。
淮海战役胜利后，解放军对起义投

诚入伍有功人员进行嘉奖，指导员和连
长同时找罗洪珠谈话，让他在入党还是
破格提拔为班长中任选其一，罗洪珠毫
不犹豫地选择：“我不当官当党员”。
1949年8月，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罗洪
珠面对镰刀锤头的红旗，庄严宣誓，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
“我不当官当党员”，这是罗洪珠的初

心，他也用一生坚守着这份初心。罗洪珠
无论何时都把共产党员的责任放在第一
位，要对得起共产党员这一光荣的身份。
1950年他随部队参加修建青藏公路，面
临到悬崖腰上点炸药的危险任务时，班长
和他都争向排长请求留下点火，班长说：
“我是班长，你听我的。”罗洪珠说：“我是
党员，我们都听党的。这时不能比官大，

要比本领，要能尽快离开危险区，攀上去。”
抗美援朝胜利回国，部队到山东泰安又要提
拔他，他又推荐了一位新战友：“我当党
员”。复员回老家后，乡党委要他培养村里
第一批新党员，成立了支部，他却又把支书
职务推荐给了一个年轻有能力的新党员，
“我当党员，分管民兵工作。”

罗洪珠不当官，要做党员，时时刻刻
把党员的身份记在心上。80岁时，国家有了
政策，罗洪珠可以享受离休政策，享受工资
待遇，罗洪珠却拒绝了：“我不要这种‘落
实’，无非是设法向政府伸手要钱吧”，他又
耐心做家人工作：“我是党员啊！”

“群众需要”——践行共产党人使命

罗洪珠一生从事了很多工作，从解放军
战士到抗美援朝的志愿军，从集体“保管员”
到“民兵副营长”，从生产队长到养猪场厂
长，从林场厂长到农科队队长……他的每一
份工作都是为了响应党和国家的需要，为了
服务人民群众的需要。

罗洪珠直到老了、腿不能动了，还想
着怎么能为群众多做点事情，他腿虽然不
能动，但手还能动，就在家用手劳作，嘴也
能动，就在家乡为亡者唱丧礼歌送行。他
还常借唱“号歌”思念浴血奋战牺牲的战
友，想起为黄继光收整尸体的场景，不由
得就会失态痛哭。四个子女劝他不要外
出唱歌，他却说：“爸是党员，群众需要，还
可用上，爸就开心。”

罗洪珠的经历是无数共和国老兵在
祖国大地上辛勤耕耘、默默奋斗的缩影，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无数个黄继光
们为国家和人民牺牲了生命，无数个黄继
光们的战友们沿着他们共同选择的道路，
继续高举着共产主义信仰的旗帜、理想信
念的旗帜，用汗水浇灌着这片他们挚爱的
土地，守护着他们挚爱的人民，践行着他
们入党的誓言。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之际，在我国
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之时，我们通过《我是党员我是兵》这样一
本传记，透过罗洪珠这样一个与党同龄的
老党员，来了解党的奋斗历程、国家的发展
历程，是具有特别的意义和价值的。中国
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
是风华正茂，在新的百年征程中，我们要继
续弘扬和传承革命英雄、革命老兵身上的
红色精神、红色基因，把革命先辈为之奋斗
的伟大事业奋力推向前进。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

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法学博士）

这是一部在对驻村第一书记访谈基
础上创作的纪实文学作品，主要讲述派
驻在深度贫困村参与脱贫攻坚战的两位
书记的工作故事。一位驻村书记已经退
休却主动请缨，另一位驻村书记身体多
病带着爱人一起驻村，两位书记在各自
负责的村子搞基建、兴教育、调整产业结
构、破除旧俗、共战疫情。通过对两位书
记工作生活的记录，展现了这两个脱贫
村的质朴村民从对改变的顽固抵触与逐
步和解，以及一系列真实的生活趣事，通
过那些曲折的脱贫故事，徐徐展开脱贫
攻坚背景下贫困山村面貌的改变。
全书以非虚构的写作手法，诚实记

录了这些故事。第一人称主诉、问答记
录的记叙手段穿插交换使用，让读者阅

读时不觉疲惫。同时，作者以“95后”的视
角，一边观察一边思考，一边记录一边叩
问，一边抽离一边融入，展现当代年轻人对
时代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关切、矛盾。

作者通过与两位扶贫书记的访谈和到村
调研，掌握了一手资料并形成了直观感受。本
书共有四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讲述两位驻村书
记在扶贫工作中的故事，向读者展示其在具
体工作中的主要方法和成效。第二部分聚焦
两个村子的儿童教育问题，将村子的变迁与
孩子的成长相结合，以孩子的视角见证村子
在脱贫攻坚过程中的历史变迁。第三部分主
要讲述生活在两个村子的家庭故事，以家庭
关系的变化来反映乡村生活的真实变化。第
四部分主要讲述两个村子少数民族和汉族面
对脱贫工作不同反应不同做法的故事，展现
脱贫攻坚之下文化的差异与融合（两村人口
中，苗族、彝族约占43%左右）。

作者从旁观者的角度，记录了两位书
记的扶贫工作和脱贫村的现实改变，侧面
反映了脱贫攻坚工作的重大意义和现实
效果，也彰显了其所在企业在党中央的决
策部署下体现出来的责任意识。这本书
从对两个扶贫村的微观记录折射了全国
脱贫攻坚战线上火热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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