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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津报 荐 《问道马克思：为什么信仰马克思主义？》，董振华著，广西人民出版社2021 年 7月出版。

推荐理由：本书是著名学者董振华教授多年来在中共中央党校研究、教授
马克思主义的结晶，是一部关于如何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树立马克思主义信
仰的小书。全书针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带来的一系列新问题，选取了大众普
遍关注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十个问题，针对这些困惑和疑问，作者结合自己
的教学和研究，对比中西思想，立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逻辑和历史实践，展
开了条分缕析、深入浅出的回答。本书一问一答，问题意识强，针对性强，回答
问题注重正本清源，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篇幅短小精悍，力图通俗易懂地拨开
人们思想的迷雾，引导读者更深入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
内涵，展现其真理力量、思想力量、实践力量，真正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
判〉导言》中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
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
说服人。”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是彻底
的、科学的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
能够说服人的重要前提，但是理论并
不会自己说服人，还需要广大理论工
作者在理论上给予彻底说明和深刻论
述，把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真理价
值真正彰显出来，才能真正做到“说服
人”、“掌握群众”，从而让更多的人信
仰马克思主义。由中共中央党校（国
家行政学院）董振华教授所著的《问道
马克思：为什么信仰马克思主义？》一
书（以下简称《问道马克思》），正是以
此为出发点，坚持问题导向，通过深刻
解答人们普遍困惑的理论问题和现实
问题，澄清了人们思想认识的困惑，探
索了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彰显了
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意蕴和当代价值。

一、本书深刻回答了如何正确理
解马克思主义，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
本真精神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但是
如果不能正确理解、深刻把握，就无法
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作者在书中谈
到写作初衷时指出，熟知非真知，很多
的问题表面看起来，大家各抒己见，仁
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好像都有
道理，实际上是因为在根本问题上没
有搞清楚，所以才产生各种分歧。为
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不能停留于表
面的争论，而必须要追根溯源，回到经
典中去汲取智慧，重返马克思的本真
精神获得启示和灵感。基于此，作者
在书中深刻回答了人们在理解马克思
主义理论本身中所遇到的各种疑难问
题，比如，《共产党宣言》所讲的“消灭
私有制”是要让每一个人都没有任何
私有财产吗？如何理解“在资产阶级
社会是过去支配现在，在共产主义社
会里是现在支配过去”？如何理解辩
证法在其本质上是批判的、革命的？
马克思是如何理解共产主义的？等
等。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深刻解答，澄
清了人们思想认识的错误和困惑，诠
释了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比如针
对有人认为“马克思提出的‘两个决不
会’否定了《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两

个必然’，否定了历史规律的客观
性”。作者指出，这种解读显然是错误
的，其错误就在于把两个不同层次的
问题混为一谈，是用“两个决不会”的
哲学观点否定“两个必然”“消灭私有
制”的科学社会主义观点。“两个决不
会”是马克思对社会形态发展基本趋
势作出的符合历史规律的判断，它没
有否定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

二、本书深刻回答了如何正确运
用马克思主义，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
真理力量和当代价值

1895年 3月 12日，恩格斯在写
给韦尔纳·桑巴特的信中精辟地指
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
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
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
种研究使用的方法。”作为科学的世
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认
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思想武
器。作者在书中指出，尽管马克思主
义诞生于19世纪的欧洲，但这一理
论超越了具体时间和地域的局限，它
吸收了历史上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
揭示出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性
规律，指明的是实现全人类解放的现

实路径和历史方向。而马克思主义的
超越性从根本上讲就是贯穿其始终的
立场观点方法。因此，其时代价值和真
理意蕴能否得以彰显，就在于我们能否
始终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
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当今时代，人类
社会发展日新月异，一些新情况新问题
新思潮也纷至沓来，亟需马克思主义给
予解答和回应。在本书中，正是通过运
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如何
看待西方一些福利国家的社会性质？为
什么马克思所预言的资本主义的丧钟
至今未敲响？马克思所讲的资本家的
剥削在社会主义国家存在吗？”等理论
前沿问题的分析解答，作者向我们展示
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今时代仍然所具有
的强大解释力和巨大影响力。
三、本书深刻回答了如何正确对待马

克思主义，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
态度问题，既是一个认识问题，也是

一个实践问题，既是一个立场问题，也是
一个信念问题。因此，以什么样的态度
对待马克思主义，关系重大。作者在书
中鲜明地指出，对待马克思主义，绝对不
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而是要在与时
俱进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由

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价值和基本逻辑所决
定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马
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所在。正如恩格斯所
指出的：“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
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
教条。”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未将马克思主
义当作“终极真理”，而是始终坚持马克
思主义的开放性，结合时代的发展和具体
的实际，不断审视和批判自己的观点、超
越和发展自己的理论，使得马克思主义不
断完善。在深刻回答“我们应该以怎样的
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具体论
断？”这一问题时，作者指出，马克思主义
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如果不顾历史
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
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
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
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
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和倒退。因此，
我们必须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
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以马克思主义的
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只有这样才能不
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充分彰显马
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所在。
（作者为洛阳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

学院讲师、博士）

本书是作家青青在王屋山下山
居五年创作的散文随笔集。在看
山、访树、莳园、种花的悠闲生活中，
她描摹山间的色、声、香、味，捕捉万
物的独特性格，并任思绪驰骋，或追
忆往事、旧友，或通过阅读和遐想与
文人名士进行心灵交流。

作者以敏锐而深情的视角观察
自然，记述一种与自然紧密相连、具
有古朴意味又充满时尚意趣的生活
方式。在赞叹大自然永恒之美的同
时，她带领我们思索人与生态的关
系，不断寻找蕴藏在山石草木间的
文化密码……

《王屋山居手记》
青青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21年6月

本书对一批精选出来的专业
艺术家的住所进行研究，这些艺
术家的工作涉及艺术领域的诸多
方面，例如设计、写作、摄影、绘
画、音乐、雕塑和陶艺等。本书不
仅呈现了一场探索空间设计、施
工及功能的激动人心的旅程，还
提供了一个感受世界各地艺术家
之美观家居环境的独特视角，并
分享了这些现代手艺人和艺术家
如何从改造后的家居环境和周围
环境中获得灵感。

如今，在喧嚣与骚动中，越来越
多的人患上了一种病——匆忙症。
患匆忙症的人每天忙忙碌碌，总觉
得时间不够用，宛如旋转的陀螺，一
刻也停不下来。他们走路快，说话
快，开车快，发微信快，刷抖音快，做
事快……由于太快了，以至于来不
及思考，没等看清事情的本质，就采
取行动，结果欲速则不达，越忙越
乱，就像有人在总结婚姻时说的那
样：匆忙的结婚，慢慢的后悔。本书
首开先河，揭示了匆忙症的表现、危
害、根源以及摆脱方法。

作为服务于世界精英职业运动
联盟的运动心理学家，乔纳森·法代
经常要面对身边人提出的一个问
题：精英运动员和我们有什么不同？

在与众多精英运动员经历了累
计数万小时的对话后，法代发现，成
功的运动员脱颖而出的关键，在于
他们采用了一套独特准则和一系列
易于掌握的心理技巧，从而准备得
更加充分，进而更能够摆脱束缚，更
加专注于比赛。换句话说，当我们
把日常生活当作一场需要谨慎应对
的比赛，采用同样科学的心理训练
方法来理解和准备，我们也能精确
地改进表现，更能乐在其中，一步步
地触摸到深藏心底的成功目标。

《艺术家的家》
《艺术家的家》编写组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年6月

《摆脱匆忙症》
钉子心理互助组著
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2021年8月

《生活是一场比赛》
【英】乔纳森·法代著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21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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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艳杰

“绿水青山”在大漠
“金山银山”在库布其

如果有人问你：说起大漠，你会想
到什么？你可能会说“一望无际的沙
子”，你也可能会说“干燥、嗓子冒烟”，
甚至“绝望”。那么大漠就真的只能代
表荒漠、干旱、冷酷吗？我想这个问题
也是库布其儿女一直在反复问自己，并
不断在肯定、否定、去改变、放弃、再次
重生希望之间徘徊的终极问题。

库布其人多年来深深地感受着沙
漠带给他们乃至国家、人类的伤害和痛
苦。它侵蚀人类的生存空间、摧毁可能
的产业和生活，甚至埋葬一个族群或一
种文明。

正如亿利集团董事长王文彪回忆的
那样：我的童年深受风沙和饥饿的折磨，
每天早上，我都在满床的沙子中醒来，饭
菜中夹杂着风沙的味道。水电供应总是
因反复肆虐的沙尘暴而中断，求医求学
的道路也被漫天黄沙阻隔，人们甚至吃
不饱、睡不好，没有一丝希望……

但就是这样的艰苦生活环境却培
养出了以王文彪为代表的辛勤的、充满
智慧的、坚持不懈的库布其人，以及他
们展现的“库布其精神”。

库布其儿女面对挑战，迎难而上，不
断寻找治沙之路，而且调动大批百姓去
种树，逐渐成为库布其这根弓弦上一支
强有力的箭。这支箭就像指向标一样引
领着库布其人脱贫致富，奔向美好生活。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牢牢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沙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步
伐提速、加快，中国第七大沙漠库布其
也因此成为践行“两山论”的典型代表。

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库布其模
式”使得现如今的库布其沙漠已然由当
初的“死亡之海”变成“经济绿洲”，进而
烁烁流金呢？

从《大漠流金：中国库布其精准扶贫
纪实》这部纪实著作中，我们了解到，这
其中的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以
亿利集团为代表的本土企业，在党中央、
国务院及各级党委、政府的支持与激励
下，不断努力尝试和投入资金，将目光投
入“沙产业”，即“生态产业”“绿色产业”，
进而取得了飞跃式的发展。二是库布其
人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科学理念
的影响下，以及党中央“精准扶贫”政策
的指引下，转变观念，从“怵沙”“恨沙”向
“惜沙”“爱沙”转变，不再谈沙色变，而是
认真探索发展“沙漠经济”，尊重自然、顺
应自然，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库布其治沙
精神。因此，库布其治沙人用数十年的
奋斗实践了、证明了习近平总书记科学
论断的意义——在沙漠里也可以创造绿
水青山、金山银山。

读完这本书，你一定会对大漠有一
个重新的认识，因为你会在书中看到大漠
的沧桑巨变，你会充分感受到库布其人对
大漠的深沉情感和来自沙土深处的智慧，
你会深刻体会到中国治沙模式给全球治
沙带来的巨大力量和为建设人与自然和
谐共存的生命共同体做出的新的贡献。

如果现在问你：提起大漠，你会想
到什么？我相信你会说“智慧”“坚持”
“蜕变”“精准扶贫”“中国治沙模式”“绿
水青山在大漠”“金山银山在库布其”……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时代要求
马彦涛

中华文明是世界视野中的中华文
明，中华法文化是世界视野中的中华法
文化。回顾历史，展望未来，依法治国
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全
面推进依法治国是我们党确定的新时
期的法治任务，更是这个时代的要求。

对于依法治国，我们经历了一个
曲折而漫长的过程。到了21世纪的
当下，我们党进一步认识到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由中
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法治通识
课》为新时代党员和领导干部普及了
这一知识要点。

本书是“新时代领导干部通识读
物”系列丛书中的一本，本系列丛书由

著名文化学者、人民艺术家王蒙作序推
荐。作者是卓泽渊，现为中共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副教育长、教授，中国
法学会副会长，曾为十六届、十七届中
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主讲法治。全
书通过专题讲座形式分别从全面依法
治国的行动指南、法治的理论与原则、
权力制约理论、依法执政的理论与实
践、提高领导干部的法治能力、有效应
对突发性群体事件及其处置、世界视野
中的中华法文化、当代世界法制发展的
历史走向、当代世界法治与中国司法改
革、世界视野中的新中国民法典、全面
依法治国等方面展开论述，旨在帮助党
员及领导干部对法治一般原理有所掌
握，对中国法治实践有所思考。

认识深化的结论
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

保障，也是社会主义法治区别于资本主
义的首要特征。它引领着社会主义法
治的政治方向。书中强调，“全面依法
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和重要保障，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事关我们党
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
和国家长治久安。”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首先要求党员
及领导干部认识到其重要性和意义，才

能在具体工作中进行有效和必要的措
施。党要坚持对依法治国工作的全面领
导，依法治国也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全面推
进。在不断完善和推进自我革命的历史
进程中，我们党也在不断探索将二者结合
起来的路径，在这个过程中，取得了一系
列重要的成就，也吸取了不少历史经验。
历史发展的要求
作为思想家和改革家的梁启超先生

就对“法治国”做出了自己的诠释，书中
讲到清王朝在自己的最后岁月开始了现
代化内容之一的法制变革，遗憾的是没
能成功。在中华民国时期，中国的法治
建设向前推进，也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
绩，但同样没有能够建立起法治国家。
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了社
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法治建
设取得了重大成就。2017年党的十九
大召开，要求深化全面依法治国实践。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发展
的历史要求。
战略目标的需要
书中提到，“面对当前的国际国内形

势，我们党新的战略目标是经济发展、政
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
和平发展。着眼于目标，就必须去寻找
达成目标的路径。”
将全党全国人民的工作重心和注意

力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始终立足在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之上。我们要坚持改革
创新，坚持和平发展，坚持建设好党，坚
持谦虚谨慎，坚持高举团结旗帜。要实
现这一战略目标，就必须更好地发挥法
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
现实问题的要求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依法治国事业取
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我们也面临严峻
的现实问题。《法治通识课》帮读者罗列
并分析了人民关注的问题，比如，“在执
法上，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
象还比较严重。执法体制权责脱节、多
头执法、选择性执法现象仍然存在，执法
司法不规范、不严格、不透明、不文明现
象较为突出，群众对执法司法不公和腐
败问题反映强烈。在守法上，一部分社
会成员遵法信法守法用法、依法维权意
识不强，一些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
干部依法办事观念不强、能力不足，知法
犯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现
象依然存在。”这些问题只有通过全面推
进依法治国才可能得以有效解决。
本书从历史和现实相贯通、国际

和国内相关联、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上
深刻阐述了新时代为什么实行全面依
法治国、怎样实行全面依法治国等一
系列重大问题。内容丰富、可读性强，
本书既可以作为法治教育培训的参考
教材，也可作为广大读者的法治提升
普及性读物。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

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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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彻底的思想让更多的人
信仰马克思主义

谷耀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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