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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有句俗语叫“五脊六

兽”，可用于形容心烦意乱、狂喜

炫耀等。其实，“五脊六兽”最初

是建筑用语。庑殿顶（古代规格

最高屋顶）有一条正脊和四条垂

脊，即“五脊”，每条脊的两端各

有一只兽，统称“五脊六兽”。

本书由导言、《屋顶脊饰及

中国琉璃的变迁》和附录三部

分组成，共收录7万余字，170

余幅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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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舆情视角下的协商民主制度研究
吴琼

力津报 荐

回溯历史，始于18世纪60年代的工
业文明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这就是利
用科技和市场的力量，有效地解决了高效
率生产的问题，即如何以最低的成本实现
产品生产最大化的问题。然而，历史也证
明近代以来的工业文明是属于少数国家
独享的文明，是一种让全球埋单，使少数
国家享受的高成本、高能耗，并且已经陷
入高风险的文明。传统经济学认为财富
增长等于幸福增长的假定失灵。现代工
业文明带来的财富增长并没有带来幸福
增长，反而带来了全球生态危机和农业困
局。《从农业1.0到农业4.0》以人类文明发
展受气候变迁巨大影响之竺可桢假说破
题，以最新的“浙江人”考古发现为依据，
从宏大的历史和地理叙事视角论述了气
候变迁、浅表地理资源决定的多样性农业
起源与东西方人类文明的差异，让人们重
新认识农业文明对人类文明和人类可持
续发展的重要意义，从国际比较视野和历
史维度归纳世界农业“三分天下”的格局，
构建农业理论研究的中国话语。

中华文明属于农耕经济主导的文明，
农耕经济的载体不是城市而是乡村。中国

作为世界巨体量的大国拥有很多资源，而
且拥有自己独特的文明历史和文化。如果
继续跟着西方走，重复西式损人利己地让
全球埋单的工业文明，那么中国与世界其
他各国面临的前景就是走向共同的毁灭。

目前一些主流学者讲中国的现代化就是实
现工业化，要超越美国。我认为这个目标
定位，不符合时代的要求，也不符合这样一
个巨体量大国的身份。中国的崛起，对人
类的贡献不应该是重复西方的工业文明。

中国作为世界大国，无论是为了自己，还是
为了人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涵，必须
是一条新文明之路，一条不是让全球为中
国埋单，而是中国要为人类文明做贡献的
新文明。党的十八大提出生态文明建设，
是一个新文明模式的创新。

中国几千年的文明演化规律是：乡
村兴则中国兴。

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属于两种不同
类型的文明。西方文明源于古希腊，城市
的定义就源于拉丁文。西方人认为文明
只在城市，乡村并不代表文明。可是在中
国，离开乡村我们能解读中华文明从哪里
来吗？从古罗马到中世纪的欧洲乡村是
真正的奴隶社会，只不过中世纪是农奴，
西方真正获得自由的农民是近代以来农

业革命之后才出现的。而中国，从5000
年前至今的乡村都是自由的农民。譬如
《诗经》中表述民间爱情的“风”，如果那时
中国乡村是一个奴隶社会，没有自由的人
能够写出“思无邪”的爱情？中国的历史
不是农民创造的，难道是奴隶创造的吗？

乡村携带着中华文明的基因，隐藏
着中华文明演化的原动力，这个概念通
行于东亚。乡村遇工业文明衰、逢生态
文明兴。按照工业文明的经济形态，乡
村无法承载高效率的发展；但按照生态
文明的要求，乡村具有城市没有的诸多
优势。党的十八提出的生态文明新时
代，将是中国“第三次农村包围城市”的
时代。乡村优势体现在：可再生能源优
势，未来乡村将实现新能源自给自足；自
然资本优势，习近平总书记的“两山”理
论讲的就是生态文明时代乡村绿色产业
发展的优势。未来乡村经济将由货币资
本转向自然资本，特有文化资源使乡村
具有迈向低碳生活的优势。乡村特有的
低碳、低消费、互助关系、幸福度最大化，
是21世纪生态文明时代最经济的生活。

中华五千年传统文明与已经开启
的生态文明在能源形态、价值观、文化
特征等方面具有天然契合性。生态文
明和回归可持续的农业文明才是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作者为国家行政
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

愤怒，是因为有恐惧、委屈、

脆弱、无助等一系列复杂情绪没

有被表达。深度解决愤怒，实际

上就是解决这些隐藏的情绪。

理解愤怒，就是看到愤怒是对爱

的召唤，是对关系的渴望，是生

命力想喷薄而出的愿望。本书

通过对真切案例的呈现与分析，

讲解了一个有效的心理工具《愤

怒分析表》以及它的使用方法，

使我们可以快速深入地理解愤

怒，看见自己，看见他人，让愤怒

之下隐藏的爱流动起来。

《西方近代绘画史》

【日】高阶秀尔著

中国画报出版社

2021年10月

本书讲述了19世纪前半叶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止，长达

150年的西方近代绘画史。作

者以全局的视角，概括、总结了

西方绘画史上的流派和画家，以

及主要画家的代表作品，结合当

时的世界历史、国家情况、社会

变迁，生动地分析了各个绘画流

派的形成，并对当时的画家为何

画出具有各自特色的传世之作

做出了独到的分析。全书共收

录了90幅彩图，读者可以一边

阅读西方绘画历史，一边欣赏那

个时代的传世名作。

本书以“重建家庭”为主题，讲

述重建家庭的困顿和现实婚姻的

隐忍：因父母离异被过度溺爱，在扭

曲中渐渐长大、渴望爱却又不懂如

何爱的宋姞怜；世间最懂得付出和

爱的都灵；一直在寻找着灵魂和肉

体的统一，却费尽全力也无法合拢

的郁晚，以及在围城里的平淡和围

城外的诱惑中沉沦的宋和平……

小说反映了一系列离婚后重建家

庭中的现实问题，读后引人深思。

同时，这也是一部描绘当代

女性情感成长的图景，读者可以看

到多位女性的成长与自我和解。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协商民主是
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是我国社会主
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要
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统
筹推进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
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
会组织协商。加强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形
成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参与实践，保证人民
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广泛持续深入参与
的权利。”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
“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
系，完善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
的落实机制，丰富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
情由众人商量的制度化实践”。上述指南

突出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人民民主的真
谛”，使得舆情视角下的协商民主制度研
究成为应有之义。而网络社会的勃兴催
生了网络协商民主的发展，因此，立足网
络社会空间，深入分析和多维探讨基于舆
情合理性表达的网络协商民主的静态结
构与动态机制，总结和反思网络协商民主
下的主客体互动参与实践，就具有了恰逢
其时的学理价值与实践意涵。
《新媒体网络舆情合理性表达与协

商民主体系建构》围绕上述主题提出了
理论框架和思维体系中最基本的构筑
单位——四个核心概念，并力求厘清网
络舆情表达与网络舆情合理性表达、网

络协商民主与网络协商民主工作机制
的概念异同。

以概念探讨为基础，基于不同的理论
层次，在宏观上立足系统论的观念，分析
了网络协商民主的地位属性，讨论了协商
民主、网络协商民主与舆情合理性表达机
制的逻辑关系，总结提出协商民主与网络
协商民主以及舆情合理性表达之间存在
着由大到小的包含关系；在中观上从网民
与国家管理者这两个主客体要素出发，分
别阐明其网络合理诉求表达主导者、网络
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者角色属性，分别探
索了网络协商民主工作机制与网络舆情
合理性表达机制的运行规律，同时探讨它

们之间形成的，从刺激发生→汇集分析→
接触交流→互动沟通→协商共识→决策
引导→长效监督→保障约束的理想工作
模型，并探究了工作模型在现实中的若干
运行状态；在微观方面大量引入并归纳了
将舆情合理性表达嵌入网络协商民主之
中的典型案例，即基于当前大量的、具有
中国特色的网络协商民主建设的真实案
例。通过案例描述与分析，力求总结归纳
从中央到地方、从国家领导人到基层普通

管理者、从党政机关到新闻媒体、从议题
发起到百姓互动、从民众建议到决策落
地、从网上交流到虚实联动、从临时动议
到形成常态……各级各地如何适应新媒
体时代的新形势和新特点，通过理念创
新、机制生根，将网络协商民主与舆情合
理性表达有机衔接，有力地推动了网络有
序政治参与和社会主义民主进程。以上
述丰富案例为基础，总结提出基于舆情合
理性表达的中国网络协商民主实践显示
出创造性和多样性特征，这正是协商民主
广泛多层制度化的生动具体的体现。

本书亦直面问题，讨论了在新媒体
网络舆情合理性表达与协商民主体系
建构过程中，所存在的思想认识、主体
结构、表达内容、表达过程和制度建设
等种种阙失，由此提出了意识培养、文
化弘扬、制度保障、技术赋能、队伍建设
等全方位因应举措。

推荐理由：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已经被纳入国家顶层设计的整

体布局。农业作为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一环，也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

中国延续千年的传统农业一直是生态环境友好型的和可持续发展的。然

而，自17世纪以来，在西方世界所主导的工业革命的影响下，世人一度认为，只

有集约化的农场经营，加之各种工业技术、化学技术的改造，才是农业现代化的

正确方向。但近年来，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和食品安全问题接踵而至，极端恶

劣天气不断到访。农业发展要如何走出困局？

本书以人类文明发展受气候变迁影响为主要研究内容的竺可桢假说破

题，以最新的“浙江人”考古发现为重要依据，从宏大的历史和地理视角论述

了气候变迁、各大洲地理环境的差异对于农业多样性起源的深远影响。全书

不仅对于农业发展的演进过程进行了系统地梳理，对于近代以来世界农业发

展模式三分天下的格局进行了详细的阐释，更从国际比较的视野介绍了国内

外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丰富经验。

《从农业1.0到农业4.0》，温铁军、唐正花、刘亚慧著，东方出版社2021年11月出版。

分享 读悦

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只有
50多名党员，今天已经成为拥有9500
多万名党员、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
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
政党。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什么样的政
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百年大党
何以风华正茂？这些既是需要讲清楚、
道明白的重要问题，同样也是社会上普
遍关注的热门话题。《这就是百年大党》
对上述问题话题作了很好的诠释和回
应。该书以问题为导向，通过史与论、
事与理的巧妙结合全方位展现了中国
共产党作为百年大党在总结经验中成
长壮大、在“赶考”路上变得更加坚强、
在改革开放中呈现出强大活力，在新时
代的新作为新担当的立体形象，是一部
读懂中国共产党、研究百年大党建设的
有益读物。该书在以下几个方面呈现
出难能可贵的亲切感和亲和力。

第一，问题导向，有的放矢。该
书作者敏锐捕捉到读者高度关注“是
怎样”的过程性问题，另辟蹊径聚焦
过程性问题并以此作为谋篇布局的
基本依据。比如，建党一百年，中国
共产党这一路是怎样走过来的？为
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是党的初心使命，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践
行初心使命的？腐败是世界性难题，中
国共产党是怎样反腐败的……对于百
年大党来说，还有一个追问：百年大党
是怎样永葆年轻的。针对这些热点问
题，该书设计了“百年大党是这样走过
来的”“百年大党是这样践行初心使命
的”“百年大党是这样领导中国的”“百

年大党是这样反腐败的”等十四个论
题，涉及发展历程、初心使命、治国理
政、党建布局、对外交往、历史经验等若
干领域，做到了在系统阐述的同时又凸
显问题，在整体把握的同时又突出重
点，搭建起问题导向、点面呼应的书写
脉络和思路框架。

第二，史论结合，引人入胜。中国
共产党是一个重视学习历史、善于总结
经验的政党。在治党治国实践中，中国
共产党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策，提出这
样的要求，这其中既有理论逻辑，也有
现实逻辑，同时亦有历史逻辑。怎样才
能懂得这个党？答案是必须学习研究
这个党的历史。该书坚持史论结合，通
过梳理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阐明道理、
叙述决策部署的前因后果解释原委，有
意识地引导读者在对历史的理解和感
悟中寻找答案，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
信，发挥出党史资政育人的重要功能。
比如，在回望百年大党的风雨历程后顺
而揭示党发展壮大的成功之道；为了说
明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
党践行初心使命的历史进程作了一个
全景式的梳理；在阐述严明纪律、推进
党的制度建设、开展对外交往等话题

时，同样注重回归历史，从历史的本来
中关照现在。全书概括出百年大党何
以永葆年轻的“四个始终”经验，就是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的生动写照。

第三，故事表达，事理相印。讲故
事是有效传播的重要方式。该书以中
国共产党的百年实践为宏观视野，从中
选取若干富有典型意义的故事，极大地
增强了读物的鲜活性。比如，用开辟井
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故事讲中国共产党
如何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用毛泽东修
改施政大纲的故事讲如何用群众的语
言进行宣传，用红军长征、王进喜拼命
也要拿下大油田等故事阐明理想信念
的重要性，等等。

与此同时，该书摒弃从理论到理论
的抽象论述方式，在阐述观点时大量引
用具体事例，在联通观点与事实中娓娓
道来。书中既有中国共产党发布第一
份反腐败文件、实施五年计划、消灭血
吸虫病等过往事例，也有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脱贫攻坚、开展党内巡视等当下
事例；既有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做
出六条重要规定、习近平调查研究等党
的领导人的具体事例，也有李保国、张
桂梅、黄文秀等党员代表的典型事例；
既有为民造福等正面事例，也有官员腐
败等反面事例；既有对内加强自身建设
的事例，也有对外开展国际交往的事
例，等等。可见，作者在搜集资料、查阅
文献、调查研究等方面下了大力气，花
了大功夫，有利于读者从更为具象的角

度和更为宽广的视野认识中国共产党，
使该书的可读性得到了极大的增强。

第四，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该书一
个显著特点即是定位精准。定位为通俗
理论读物，意在让读者愿意读、想去读、
读得懂。翻阅全书，通俗的语言、清新的
文风扑面而来。比如，处处可见鲜活话
语。拿章节标题来说，“组织起来将无敌
于天下”“他们的名字叫‘共产党员’”“多
讲群众能听懂的话”等标题清新醒目，不
拐弯抹角，不故弄玄虚，给人以深刻印
象。还有，各章标题的设计独具匠心，
“百年大党是这样XXX”的呈现句式，既
简洁明了，又充满自信。又如，巧用类比
阐明道理。在讲党的组织体系时，用“大
脑和中枢”“躯干和四肢”“神经末梢”进
行类比；在讲政治生态时，用水生态进行
类比；在讲纪律的执行力时，用高压和低
压进行类比……类比的写作手法将抽象
的概念具体化、形象化，消除了理解障
碍，让人读起来不感到枯燥、难懂。再
如，行文方式灵活多样。文献资料适时
登场、统计数据信手拈来、经典论述恰当
引入、俚语古语穿插其中、古今中外灵活
切换，这种写作风格和表达范式对推进
“把文章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的研究改革
起到了积极的示范作用。

相信这本具有亲切感、亲和力的读
物能成为帮助党员领导干部、广大青少
年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开辟伟大道路、
创造伟大事业、取得伟大成就的良师益
友。（作者为西南大学原党委书记）

乡村兴则中国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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