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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热书榜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博览群书坚定“四个自信”

□郑成宏 张君荣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40周年。40年
间，中国取得的经济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改
革开放为何能成功地推动经济高速增长？
中国经济正处于怎样的发展阶段？未来又
将走向何方？近日，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
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推出新作《四十不惑：
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经验分享》，对这些问题
一一进行了梳理。

全书共计22万字，分10个章节，用通
俗易懂的理论介绍了中国经济发展之谜，改
革是根本动力、全球化与中国因素、超越人
口红利、拥抱伟大复兴等。

本书采用经济学的规范分析方法，以
改革发展逻辑为主线，以通俗易懂的语
言风格讲述中国经济奇迹，尝试用中国
经验、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丰富经济发

展理论。该书解释了为什么中国改革开
放可以成功地推动经济高速增长，以事
实描述和经济学逻辑简述了中国 40年的
成功发展如何促使人民生活和基本公共
服务水平得到前所未有的改善。该书还
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做出判断，揭示了
当前所面临的新挑战和新任务，提出了
从依靠人口红利向获得改革红利转变的
思路，探讨了保持经济持续增长、跨越中
等收入阶段、实现向高收入阶段过渡的
路径。

蔡昉指出，要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
向，深挖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提高的潜
力。正确的改革开放一定能解放生产力，
进而增强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其
中，改革开放是充分必要条件。这也是改
革开放 40年经验所带来的启示。随着人
口红利的消失，中国的经济高增长速度有
所减缓。中国经济增长不会回到以往的

高速度上，但可以延缓经济增速下降的速
度，从而保证中国平稳成为高收入国家。
挖掘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提高的潜力，
归根结底还是要依靠改革。与发达国家
相比，中国的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提高
尚有一些潜力可挖，中国仍可通过大力发
展教育、提高教育质量等措施来挖掘潜
力。4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显示了改革的
重要作用。改革可以直接改善生产要素
的供给，并提高生产率，最终提高经济增
长速度。只有通过正确的改革措施，才能
激发各个领域的发展潜力。例如，户籍制
度改革对于激发农村劳动力具有重大意
义，金融体制改革对于国家创新和产业升
级具有重要意义。

蔡昉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中国 40 年
改革开放的经验带来两大启示。第一，在
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根本目标的指引下，中

国的改革开放不拘泥于模式。中国的改
革最初是没有蓝图的，但有明确的方向，
即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这样
一个根本的目标，中国可以借鉴所有可以
借鉴的经验，却不照搬任何现成的模式，
并最终实行了市场经济。第二，意识形态
在中国的改革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只有正
确的意识形态才能真正让改革向前推
进。以扶贫为例，扶贫的边际效益是递减
的，后期推进难度会增大；当有一个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时，扶贫措施才能产
生切实效益。要实现 2020年全部脱贫的
目标，就要基于以人民为中心的意识形态
作为指导。

之所以将书名定为“四十不惑”，蔡昉表
示，这本书不是简单去讲中国故事，或是重
复过去已经取得的理论上的共识，而是借改
革开放40年的时间节点，带着问题意识对
中国的发展进行更深层的思考。

用中国智慧丰富经济发展理论

■读而思

□刘小兵

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风韵是
怎样的？文学大师又为我们奉献了哪些
脍炙人口的精品佳作？著名文学评论
家、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陈思和，上
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宋炳辉教授主
编的《现代文学100篇（上）》，以站在新
世纪回眸百年中国文学的广阔视角，本
着“以感人的语言艺术和知识分子人格
力量相融合”的审美标准，汇成了这本独
具特色的文学辑录。所选篇目，不仅生
动再现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翩翩风采，
也从不同侧面，揭示出我们这个民族的
精神气质。

全书不但精选了鲁迅、朱自清、冰心
等一些名家的名篇，还撷取了梁启超、许
地山、废名等不同风格和流派作家的代
表性作品。这些典藏之作，既有直面现
实，展现人性幽微，深刻反映时代况貌的
小说，如鲁迅的《狂人日记》、郁达夫的
《沉沦》等，也有灵性别致，情感真挚婉约
的散文，如朱自清的《背影》、石评梅的
《墓畔哀歌》等，亦有意蓄深长、用词精妙
的诗歌，如郭沫若的《凤凰涅槃》、徐志摩
的《沙扬娜拉》等。每部作品之前，都有
对相关作家的简要介绍，文后还附有他
们在创作这部作品时的感受和感言，并
且，还择选了一些较权威的评论家对这
些作品的相关评价。此外，在尽量保持

原著风韵的同时，为了最大限度地体现
这些作家的创作风格、水平和文学情趣，
对于一些篇幅较长的长篇或中篇小说、
诗歌等篇目，本书则采取择其精华，以精
彩片断的方式呈现给广大读者。

作者在择选这些世纪作品时，没有
局限于一人一篇的窠臼，完全是用“好作
品须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标准，来设定文
章体量的。比如，对于鲁迅作品的选取，
就涵盖了他的小说、散文、随笔、杂文等
不同的体裁。这自然有助于我们全景了
解这些文学大师的文学造诣和惊世才
华。譬如研读《阿Q正传》，就可以领会

到鲁迅的深刻。他犀利的文笔，如手术
刀似的直指旧社会、旧道德的积弊，每
一着墨，每一运笔，皆精准地触及国民
的心理和思想律动。特别是他对国民

“劣根性”的批判，就尤显深邃而独特。
再如赏析朱自清的《背影》，既可以从作
家朴实而温暖的叙写中，感受到那份父
子情深的厚重，还可以从中一窥人性人
情的澄澈和清纯。而郭沫若的《凤凰涅
槃》，则以丰富的想象力，激昂的情感抒
发，强烈地表达了对旧社会的憎恶和决
裂，展露了对新时代的热切渴望。揣摩
这些文学巨匠们的精采华章，带给人的
不仅仅是文学艺术上的感染，最让人久
久难忘的却是那种心灵上的淘洗和思
想上的润泽，正是这份始终萦绕在我们
心中的文学力量，给我们以深深的教益
和启迪。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
年”。回眸中国现代文学的百年历程，有
坎坷艰辛，也有收获累累。今天，翻开这
些文学大咖们的经典之作，他们对人性人
情的刻画，对时代主旨的揭示，对民族精
神的剖析，对20世纪中国社会见微知著
的深刻体察，均凭借着他们创造性的文学
表达，予以了淋漓尽致的展示。文学的繁
华记录着时代的变迁，镂刻着世纪风云的
沧桑巨变，循着本书的指引，见证现代中
国文学的博大与精深，感怀经典华文里的
中国精神与气质，一股向上豪情与民族自
信，顿在心间油然而生……

20世纪中国文学的翩翩风采

编辑推荐：
《白纸黑字》，这是一部生动有趣也是

具私人意义的作品，由一系列心情散文组
成，铺开了一幅独具韵味的风景画。作品
既有游记性质，又穿插了社会评论，满溢着
作者娓娓道来的人文情愫。在一些章节
中，作者怀抱一种怀旧之情讴歌城市之美
与其独特的精神气质，而在另一些章节中，
发现惟有一位真正热爱生活的渊博之士，
才可游刃有余地诚实讲述这一切，而不跌
入歌功颂德抑或批判文学的俗套。总之，
这是一位拥有过人洞察力的随笔作家的作
品集。

清清楚楚的文字，浓浓淡淡的情感，挥
挥洒洒的从容……作者悦殊笔端虽多是书
和人，却在这字里行间、话里话外看到了前
世今生、古今中外、万千气象、世间冷暖。
用她的话说就是“书写就是报偿”。

编辑推荐：
《重读八十年代》收录了朱伟对王蒙、

李陀、韩少功、陈村、史铁生、王安忆、莫言、
马原、余华、苏童 10 位作家的代表性作品
的系统解读，让读者能够通过一篇文章读
懂一个作家。

莫言是中国当代最有国际影响力的作
家。当年第一个经手发表莫言《红高粱家
族》的小说编辑，是朱伟。在莫言的心里，
朱伟是最好的文学编辑。他曾经送给朱伟
一幅字：“沉迷乐海三十年，重返文坛眼更
尖。谁能读我二十卷，还是朱伟知莫言。”

在《重读八十年代》中，朱伟还为我们
呈现了众多作家的不同侧面。比如王蒙的

“精神困境”，余华的“锋利而优雅”。
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

史上的黄金时期，至今活跃在文坛的中坚
力量，比如莫言、余华、苏童、贾平凹等等，
几乎都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崭露头角。

重读上世纪八十年代，也是为了追本
溯源，了解他们创作的起源、发展与演变。
文学是时代精神的折射，了解这些作家的
八十年代，也更能清楚地看到，中国这近
40 年来，经历的巨大转变，日常生活的变
化，精神的高扬与困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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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红尘拂面，风雪来去，所有的翅膀都

渴望着飞翔！
迟子建最新小说力作，没有人比迟

子建更能击中那些世情中的善恶。
过了凛冽的寒冬，南下的候鸟就要

北归了。也不知什么时候起，瓦城里的
人像候鸟一样爱上了迁徙。冬天到南方
避寒，夏天回到瓦城消暑。对于候鸟人
来说，他们的世界总是春天的。能走的
和不能走的，已然在瓦城人心中扯开了
一道口子。

每到这时，金瓮河候鸟自然保护区
管护站的张黑脸便会回想起自己曾在一
次扑打山火时路遇猛虎，幸得白鹳相护，

躲过一劫。而管护站站长周铁牙则会伺
机逮上几只野鸭，带回城里，打点通路。

一场疑似禽流感的风波爆发，令候
鸟成了正义的化身。在瓦城人看来候
鸟怕冷又怕热，是个十足的孬种。可如
今，人们却开始称赞候鸟的勇敢。小城
看似平静安逸，却是盘根错节，暗流涌
动，城外世外桃源般的自然保护区，与
管护站遥遥相对的娘娘庙都未曾远离
俗世，动物和人类在各自的利益链中，
浮尘烟云……

《候鸟的勇敢》
作者：迟子建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动物的浮尘烟云

□新花

1982年开评“茅盾文学奖”（以下简
称“茅奖”）。30多年来已经评选了九届，
先后有40多位作家的作品摘得该奖项，
获得殊荣。连绵而来的“茅奖”，实际上也
构成了长篇崛起与繁荣的成果展示与实
绩巡礼。

“舒晋瑜的这部《深度对话茅奖作
家》，以其现场性兼具史料性，纪实性兼
具研究性，具有了自己的独特价值。”中
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称这部作品
是“长篇崛起的一份档案”。作者以“茅
奖”作家为访谈对象，采用“对话”形式揭
示作家的心曲，探悉作品的成因，在对

“茅奖”的切近与观察中，彰显了主体的
功能。他围绕作品穷原竟委地设问，深
入创作底里，不厌其详地探询，以探赜索
隐的方式，由作家的文学意图和写作追
求的角度，从构思到完成，从意蕴到形
式，细致生动地解读了作家与作品的内
在缘结。书中访谈与对话亲切自如又内
在深入，舒晋瑜既是以访谈新作的方式
来解读作家的，也是以撰著作家论的方
式来进行文学访谈的。“对话”中的“采访
手记”，置于文章开首，在轻松自然的文
字里，负载着作者自己化理性为感性的
精到感言，单篇来看是有声有色的导语，
连缀起来亦是有识有见的评论，使访谈
别具意蕴，成为访者与被访者、读者与作
者彼此敞开胸襟的深度对话。

“茅奖”作家见证当代文学史

■网上阅读

■花瓣

□几又

碗里乾坤大。《一面一世界》中，崔岱远以戏说笔法，循
着面条的发展和传播路线图，钩沉面条背后的人文历史、民
族风情，乃至面条演变过程中不断锲入的诸多历史信息。

所谓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从国内看，几乎“每
个地方都有自己引以为豪的面条儿”。“中国吃面条花样
最多的是山西，据说有几百种”，有的种类小到可能仅仅
局限于几个小乡镇。但就是这么几个小乡镇的习俗，却
历经多年而不消失。虽然全国面条花样很多，但真正在
全国流行开来的却只有拉面、刀削面、炸酱面等少数几
种。许多面条即使外地人最多只是尝个新鲜，当地人却
乐此不疲。以笔者所在的武汉热干面为例，外地人初吃
时往往觉得太干难以下咽。但在本地人看来，热干面要
的就是这个嚼劲和咽劲，要的就是这个浓烈的芝麻香
味。热干面得以流行开来，很可能与本地人大多性子比
较急有关。热干面有这么几个好处：稍微在汤里打个滚
就熟、稍微撬几筷子就凉，还有，正因为热干面干，所以
边吃边赶路也不用担心汤溅出来烫到人。从这层意义
上讲，热干面也是武汉人历史生存状态的折射。

面条的首要功能是填饱肚子，面条最初出现时，因
为脱壳技术过于原始，以及人们还没有掌握煮食的许多
技巧，所以最开始的面粉夹杂着粗糙的麸皮极难下咽，
面食在那时只能算是勉强充饥的边缘食品。“真正意义
上的面条儿，产生于东汉。到了南北朝时期，面条儿的
吃法已经相当讲究了”。这个发展过程蕴含了人们在面
条制作中大胆实践的种种尝试。

面条的诸多特色本质上是人们智慧的结晶，有种
“面条”其原料却并非面粉——这就是米线。米线本名
“米粉”，只不过因为抗日战争后北方人大量涌入桂林，
为了与北方人常见的面条相区别，米粉渐渐被改成了米
线。米线的诞生，是因为那些迁徙南方的北方人无法抗
拒对面条过于思念，南方不种麦子，北方人于是把米磨
成粉然后做成面，虽然口感完全无法与正宗的面条同日
而语，但至少可以满足他们的视觉欲望。

面条得以成长为各地的特色美食，原因多多。有的
因为地质条件，像山西人之所以喜欢在面里加醋，乃因
山西水质普遍呈碱性。有的因为传统，像一些地方的面
条典故中融入了皇帝贵族这样的特殊血统。传说多半
不太靠谱，这些“扯虎皮做大旗”的典故很可能只是一种
宣传“借力”，至而赋予面条以正统身份，客观上似乎可
以达到推广和强化这一特色面条社会地位的功效。

面条就像是一部不断移动的历史。初听“加州牛肉
面”几个字，想必人们会觉得这是来自美国加州的美食。

“加州牛肉面”乃货真价实的国内美食，只不过经过数度
改头换面。最开始是因为退到台湾的国民党老兵思乡情
切，于是结合当地条件对牛肉面进行了改造，后来被人带
到美国，再后一些人回国开了店，专卖这种在台湾改良、
后又在美国“镀金”的牛肉面。

面条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揉进儒家思想。在西
北一些地区，不会做面条、做不好面条的新媳妇很难得
到婆家的认同。而生日吃长寿面的习俗在一些地方仍
旧视为美谈。

面条就是一部不断结晶不断沉淀的历史活化石。
本书提到，据意大利首都罗马的面条博物馆介绍，意大
利面有563种。可是按照《大仲马美食词典》里对通心
粉的解释，应该有上千种。中国面条种类想必更为丰
富，但全国到底有多少，这是一个颇值得深入探究的命
题。逐一厘清这些面条的来龙去脉，不只是为了丰富茶
余饭后的谈资，而是因为散落在面条中的历史遗珠本身
也是对主流历史的有力“补白”。

舌尖上的面条
与碗里的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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