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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委员一起读书读书 荐 书

我书香缘的

沉甸甸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
卷收录了自2017年10月18日到2020年1
月13日27个月的时间内，总书记从《十九
大报告》到《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讲
话》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指示、
批示、贺信 92篇。全书以“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胜利”的《十九大报告》挈领提纲，内
容涵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
范畴，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方
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方略，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方略，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方略，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方略，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港澳方略和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外交方略等 9 大部分。全书分
为 19 个专题、共 570 页，近 40 万字，既有
对“为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
代”“什么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定向定位定性，也有对“如何化解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矛盾和问题”“如何
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略布
局和具体举措。全书全面深刻地展现了
总书记一以贯之的领袖风范、为民情怀、
文武韬略和务实作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最新实践的理论总结，是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系统展现，为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提供了根本的思想纲领和方略

擘划。
关于“为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了新时代”，《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
从历史和现实，国内和国际的多维视角进
行了时空定位。以历史的国内视角来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
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
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
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
景”；以现实的国内视角来看，“中共十九
大到二十大的 5 年，正处在实现‘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第一个百
年目标要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要开
篇。这其中有一些重要的时间节点，是我
们工作的坐标”。一是 2018 年迎来改革
开放 40周年，二是 2019年迎来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70周年，三是 2020年将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四是 2021 年将迎来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当前，前两个时
间节点已经过去，我们将着力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和第一个一百年的目标任务，为第
二个一百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积累条
件和储备能量；以现实的国际视角来看，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推进“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既是新时代的新维度，也是新时代
的新要求。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的时空定位，是深刻把握马克

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熟练运用历史唯物主
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的科学判断。

关于“什么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从功能
使命和标志特征两个方面进行了综合阐
释。从功能使命来看，新时代是“承前启
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
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
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国
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
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

“全体中华儿女戮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我国日
益走进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
大贡献的时代”；从标志特征来看，“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人民美
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
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
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
长，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
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
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
满足人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
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
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可见，依据马克
思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主要矛盾的基

本原理，作出社会主要矛盾已由“人民日
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
产的矛盾”转换为“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
矛盾”的重要结论，既从矛盾性质上区分
出新时代的标志特征，也从发展阶段上明
确了新时代的目标任务。

关于“如何化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主要矛盾”“如何建设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三卷以“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以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根本立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军事、港澳和外
交等方略进行了系统擘划。通过不断将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本质要求
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整合
融入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军事、港
澳、外交等治理体系，不断优化升级国家
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军事、港澳、外交
等治理制度，不仅能够根本化解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稳步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能够逐
步达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任务
目标，根本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青联
常委、重庆市青联副主席、西南政法大
学教授）

作者：徐贻军 何德平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内容简介：该书是一本探
讨制度理论、探索制度奥
秘的书，是一本写给大众
的关于制度的随笔文集、
学习资料。两位作者把
来自新闻报道、中外名
著、历史典故、经典名句
等社会记忆的素材，予以
条分缕析，以讲故事的形

式详其具体含义，加以再生产并使之意义建构，
从而使制度通俗易懂，使制度内化为每个公民
的精神追求，外化为每个公民的自觉行动。该
书是第一本解读、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制度
思想的通俗读物。

作者：何建明
出版社：红旗出版社

内容简介：国内首部以
“两山”思想诞生地浙
江安吉县余村发展之
路为主题的作品、长篇
报告文学，对学习领会
党的十九大精神，把握
新时代、开启新征程，
具有十分有益的启发
与指导意义。该书写
出了改革转型之痛，观
念改变之难，以此展现
了“两山”重要思想引领美丽中国建设的强大生
命力，对安吉、整个浙江以及整个中国的实践都
具有指导意义。

作者：叶依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内容简介：“钟南山”这三
个字，几乎成了讲真话的
代名词。每当流行性疾
病气势汹汹来袭时，他一
针见血的言论总能引起
轩然大波。一个医生居
然拥有让某些权威部门
相形见绌的公信力，的确
匪夷所思。阅读钟南山
坎坷多舛的人生传奇，你

会汲取一种无私无畏的力量，确定一个坚定不
移的目标，树立起不懈追求的信念，奋发有为，
坚不可摧！

作者：［奥］斯蒂芬·茨威格
出版社：时代文艺出版社

内容简介：该书截取拿破
仑、托尔斯泰、列宁、威尔
逊等伟人的历史性时刻，
以独特视角，刻画他们影
响世界历史进程的精彩瞬
间。一个被遗忘的小门，
毁了一座帝国文明；一秒
钟的犹豫，葬送了拿破仑
的伟大事业；一辆封闭的
列车，改变了世界的格局……偶然的选择，必然
的结果。不同于一般的历史人物传记，该书作
者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点回顾历史关键性
的时刻，选取独特的历史视角，开创了人物传记
写作的新思路。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思想纲领与方略擘划

□ 王煜宇

一场疫情，扰乱了人类的步调。如
今，抗疫防疫成为生活常态，伴随着焦虑，
也伴随着希冀。在后疫情时代，人类如何
面对种种考验？重庆市政协委员、致公党
市委会委员肖丹从书本中掬起知识的丰
盈，从而获得一种自信和力量。她说：“读
书带来的启蒙，让我相信明亮的光就在前
方。”在她看来，生命脆弱，人很渺小，但精
神可以用书垫高。行万里路，帮助我们欣
赏远处的风景，而读万卷书，则让我们更
好地掌控近处的人生。漫游书海，她沉浸
在烟火以外的清欢世界，告慰自己，也在

告慰他人。
疫情期间，全民宅家，肖丹也不例外，

“一种从未有的感觉突然冒了出来，国际
国内形势开始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
相关。”在繁杂的信息裹挟下，她躲进书本
这个随身携带的避难所，翻开了搁置已久
的斯蒂芬·平克新作——《当下的启蒙
——为理性、科学、人文主义和进步主义
辩护》。书中文字不断启悟她：“我们永远
不会拥有一个完美的世界，而寻找一个完
美的世界也是危险的举动。但是，如果继
续运用知识来促进人类繁荣，即将取得的
进步则是无限的。”回到疫情弥漫的当下，
她更加坚信一个朴素的道理：活着好过死
亡，健康好过疾病，幸福好过苦难，知识好
过迷信与无知。

“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何
以有效控制住疫情，并开始逐步恢复生
产生活？”作为市政协委员，肖丹参与了

北碚区疫情防控安全视察等活动，找到
了答案。她从社区网格化的管理中看到
了效率，也对中国特色下的治理能力有
了新的认识。肖丹翻开苏力的《大国宪
制：历史中国的制度构成》，回望中国历
史，从演化的视角看到了其合理性。“这
本书帮助我重新认识了为什么欧洲众国
分立，而中国竟能穿越数千年，保持统
一？‘齐家’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又
如何构成了‘治国’的基础？作者以新的
视角让我们知道，中国为什么是今天这
个样子，也让我们有可能知道，未来的中
国将会是什么样的。”她发现，是制度自
信、道路自信让泱泱大国有了从历史深
处走来所铺垫的底气。

如今，生活步入正轨。肖丹依旧继
续保持着喝茶、读书的习惯，关于生活的
思考也从未停止。《何为良好生活》，陈
嘉映的这本书是她在 2019 年致公党重

庆市委会三八妇女节女性读书会上推荐
的书目之一，现在重温，她依然为之触
动。“作为哲学家，陈嘉映先生说良好生
活首先从品性、识见、所作所为着眼来看
待生活。毋庸论及狄更斯的‘什么最坏
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直面我们生活
的时代，有心好好生活下去，在这个社会
现实里建设自己的良好生活，在最通俗
的意义上过上好日子。陈先生的书中所
言不正是我们普通大众追求的幸福感与
获得感吗？”

读书，对她来说，是精神的滋养，也是
生活的提醒，让她在阴霾时刻触摸到光，
于亮处保持清醒，坚守自己的主体性。

2020年，肖丹生活在一半烟火、一半
清欢的世界。“一半烟火，让人活得接地
气；一半清欢，让人有一点高于柴米油盐
的品相。”她清楚，未来有书照亮，那已经
足够慰藉人生，足够充满希望。

书 照 亮 的 前 方
□ 黎 赕

“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对于
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
过：回首往事，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
恨，也不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
的时候，他能够说：我整个的生命和全部
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
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是的，这是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
著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主人公保尔·柯
察金说的可能算是最震撼人心、最令人印
象深刻的一段话。这，也是对我影响最深
的一本书。

前段时间，我再次拿起这部作品，又
一次激荡内心。因为工作。

我在川渝交界地——重庆合川区肖
家镇凉泉村担任第一书记，村上尽管资源
禀赋丰盛，但优势产业不突出，集体经济
明显偏弱，群众的生活还需进一步改善。
到村后经过查访，感觉困难重重。

秋日长漫，想起组织的信任，思量刚

进村时乡亲们期盼的眼神，夜不能寐……
开始的几天寝食难安。“我不能放弃，要克
服畏难情绪，就像当年的保尔。”我顿时打
起精神，再次翻起了《钢铁是怎样炼成
的》，“群众的智慧是无穷尽的，向乡亲们
学习，更何况还有组织和领导帮助。”

第二天，我便和村两委班子商量，还
邀请村里老人等群众代表参加。“共同的
事业，共同的斗争，可以使人们产生承受
一切的力量。”大家结合前阶段走访和村
上实际，开展思想大讨论，提出方案。一
致认为，让党建凝聚力量，增强向心组织
力是干事第一要务。

“生活的主要悲剧，就是停止斗争。”
激发意志、发掘优势、克服困难，厘清思路
——村名本就以凉泉古井得来，千百年来
古泉水滋养一方，我们根据实际决定开发
这个特色优势资源，做上了矿泉水产业，
大家很有信心并铆足了劲……

这个产业，通过招商引资，引进旅欧

企业在村注册，现在已经初步有了成效：
集体经济有了月均三五千元的增长，配套
的劳务、运输等企业纷纷落实，产业链已
然形成。全村人均收入也增加了 1000元
左右。

这样一来，全村 18 家建卡贫困户全
部摘帽。产业的发展，也带来了基础设
施的完善。通过各方争取，32 口山坪塘
生态整治，新增 3.5 公路道路，产业大道
陆续建成，凉泉有了“三环”路，瓜果蔬菜
能大批量出去了，又为大家增加了一笔
不小收入。

在大家的努力下，现在的凉泉，村容
整洁、乡风文明、经济发展，凉泉“富春山
居图”已然形成，正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发展贡献力量。

书中激励的力量是巨大的，知识的力
量是无穷的，让我感觉有了充沛能量和坚
定意志去克服恐惧、战胜困难！

“钢是在烈火里燃烧、高度冷却中炼

成的，因此它很坚固。相信，我们这一代
人也是在斗争中和艰苦考验中锻炼出来
的，并且学会了在生活中从不灰心丧
气”。在生活上，我要阳光向上；在学习
上，我孜孜以求……

书香一片——大美的青春、大美的世
界。这么多年，这本书一直积极影响着
我，走过来。现在仍是。

“生活赋予我们一种巨大的和无限高
贵的礼品，这就是青春：充满着力量，充满
着期待、志愿，充满着求知和斗争的志向，
充满着希望、信心的青春。”我从未忘记。

人宝贵的生命只有一次：我将无我，
走得再远也不忘来时的路，信念坚、本领
高、作风硬，忠实勤恳、严于律己、宽厚待
人，踏实做好本职工作，守护好身边的人，
做一个无愧于时代的人，不辜负大家的
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政治经济学博士，
合川区政协委员、区政协办公室副主任）

炼 就 精 彩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对我的影响

□ 唐 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