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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新年的第一缕阳光洒向大地，新的希望在孕育，新的生活
在开启。2019，《悦读》继续与读者朋友相约相伴。

介绍更多更好的国内外优秀书籍，展示读书人的思想和智慧，
凝聚对当代生活的人文关怀，凝聚“建设亮丽内蒙古 共圆伟大中
国梦”的强大力量，并以积极轻松愉悦的方式，释放对书籍和悦读
的深情，这是《悦读》的不懈追求。

责任在肩，携手向前，真诚服务尊敬的读者朋友，我们一直在
坚守，在改变。

新的一年，《悦读》仍不改初衷，会通过“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 博览群书坚定‘四个自信’”“经典”“草原书话”“内蒙古书香”

“重磅热书”“读而思”“沙发”“网上阅读”“花瓣”“新华热书榜”
等栏目，或是选择反映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繁荣的各类
图书，让书香浸润草原大地；或是推出历史文化典籍，或是推
荐紧扣新时代热点、带给您心灵慰藉的国内外优秀书籍，让您
驰骋古今，领略人类的智慧与生命的美好。

新的一年，《悦读》将增设“大家品评”“书悟”等栏目，努力
引导读者朋友用有限的时间和精力去品读最有利于人生成长
的图书，得到最大的收获。

努力做出“高雅、清新、隽永”的高品位、高质量版面，让读
者朋友获得更多的启迪与教益，是我们最大的欣慰和满足。

一路前行，不止于“纸”。在新媒体，在内蒙古客户端“文
学”频道，您会“提前”品悦本版的“书影”。2019，我们会保持
激情，为您献上更丰富、更适合您悦读、更体现媒体融合的图
书盛宴。

让读书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让我们成为有温度懂
情趣会思考的人。让读书滋养我们的浩然之气，成就我们成
为一个强大的民族，成为我们实现伟大中国梦的动力与能量
来源。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编者

经济理论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不
断丰富和发展的，它的创新又指导了伟大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

张卓元、胡家勇、万军教授的新著《中国经
济理论创新四十年》，以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进
行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为背景，
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历史维度，系统回顾了改
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理论演进的脉络，内容涵
盖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政治经济学等重大理论与政策在改革开
放 40 年间各个重要时期的突破及创新，阐述
了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重要组
成部分的经济理论创新之间的内在联系，即经
济理论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
和发展的，它又指导了伟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实践。该书对构建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
体系以及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具有理论意义。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整体实力和经济水平
有了重大飞跃：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成为世

界第一制造大国、第一货物出口大国和重要对外投
资国；201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份额达到
15.3%，比 1978 年提高了 13.5 个百分点；人均
GDP 从 1978 年的 190 美元增加到 2017 年的
9000美元左右，我国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
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持续提高，贫困人口大幅减少，
从1978年到2017年农村贫困人口减少7.4亿人，
农村从普遍贫困走向整体消除绝对贫困。我国所
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所创造的令人惊叹的世界
奇迹，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取得的，是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实践的成就。正如该书
在总结我国改革开放40年发展辉煌成果时所言，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无可争辩地证明了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完全正确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包括经济理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伟大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创
新的源泉，改革开放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伴随
着经济理论的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
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

分，它是在总结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基础
上概括出来的。从改革开放初期引入市场机
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到党的十四大明确了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创新
经历了长期的理论争论与理论探索；从 1981
年第一次明确提出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的论断到党的十九大对初级阶段主要矛盾
的变化做出新的重要判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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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理论发展也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
史过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创新指导了
伟大实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前
无古人的崭新事业。经济理论创新对实践无
疑具有重大先导作用，改革开放越是向纵深发
展，就越需要经济理论创新和提供科学的指
导。因此，每一次重大的经济理论创新又推动

了经济社会发展实现新的历史性跨越。譬如
在市场经济、所有制关系、资源配置方式、宏观
调控模式、分配关系和对外开放等方面，在这
些经济理论创新的正确导向下，实现了渐进式
的调整与变革。总之，在伟大实践基础上，经
济理论的创新成为经济发展和变革的先导，对
于引领社会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社会经济发展
起到重大作用。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
时代的伟大实践不仅为经济理论创新开辟了
更加广阔的天地，而且提出了更高要求。随着
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和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的实现，我国即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
实践与理论也将进入新时代。把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伟大实践中获得成功的
经济制度、经济运行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系
统化，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
经济学理论体系，是新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刚刚出版的肖存玉《不一样的童年》，是一
本幼儿文学三部曲，包括《冬冬的故事》《小队长
老奇》《好好和他的奶奶》。肖存玉写幼儿文学
与我国改革开放同步，她写了儿子又写孙子，写
了不同时境中两代人的长大与长乖。在仔细体
察、体验、体悟之后，真正发现：这清清浅浅似流
水、飘飘逸逸如飞花的幼儿文学，其中藏匿着有
趣有味的生活智慧和深奥深切的人生哲学，蕴
蓄着有根有据的日常知识和深层深湛的民族文
化，呈现着有声有色的本土语言和深广深远的
未来想象。美妙而深沉，浅近而深邃，活泼而深
刻。

浅语稚行中有着深刻的思想蕴涵、文化意
义。以《一堂语文课》为例，讲的是李老师上语
文课，讲授寓言《南辕北辙》：从前有一个人坐着
马车在大路上飞跑，他要到楚国去。楚国在南
面，他却往北走。朋友提醒他，他却说“没关系，
我的马快。”“我的车夫是个好把式。”“我带的盘
缠多。”可越是马快车夫好盘缠多，离楚国就越
来越远了。老师就提问，“这样跑的结果会怎
样？”由此引向课文题旨。可冬冬站起来说：“他
是可以走到的。”冬冬左手捏成一个拳头，右手
指着拳头说：“地球是圆的⋯⋯”老师指点说：

“要遵照书上的意思。”冬冬却仍然重复说：“就
是会走到。我姐姐说高速火车只需 8 天就能绕
地球一圈。”老师无法控制课程进展，就命令他
站到教室后墙，冬冬的眼泪滚落下来。可以看
到，作家对冬冬在语文课上的表现写得简明实

在，活灵活现，把冬冬敢于举手发言的大胆、能
够有所根据的说理、始终坚持己见的倔强，一一
写了出来；暗示出冬冬的有识和自信、诚实和自
尊，凸显出一个新时代新儿童向善向上的崭新
精神面貌、至真至诚的健全品质，也很自然地写
出了冬冬的幼小和幼稚、拙真和拙憨。令人深
思的是：冬冬怎样错了？他被罚站后的流泪是
怎样的心情？老师怎样会如此发怒而又不屑？
作者写出了当下小学教育的状况、状态。是儿
童观的缺陷？是教师素养的缺乏？还是课堂教
学的过于刻板？幼儿教育的过分拘谨？不能不
令人想到，新时代新儿童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品
性和品质？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养和素质？也
不能不想到，中国的封建社会持续了两千多年，
怎样看待传统的师道尊严，如今一些教师是否
还会带一点封建色彩？对小学生的教导，究竟
怎样才能做到既规范又启发、既一律又民主呢？

真情拙趣中有着深湛的想象特质和艺术美
感。真情拙趣，是幼儿生活中所固有的。它，既
是幼儿文学创作中不可或缺的情感内涵，也是
幼儿文学作品中无可替代的艺术方式，是幼儿
文学独具的审美特征。如本书的开卷第一篇

《黑狗猛子》，写好好爷爷画画的工作室需请个
保安来看护，好好爸爸就从乡下抱来小黑狗猛
子。它，不会叫只会坐，像一只温顺可爱的布袋
熊。“猛子不会是个哑巴吧？”正担心着，一天深
夜，猛子的叫声惊醒了爷爷奶奶。翌日中午，隔
壁阿姨来，说是昨夜贼进门，可能被狗叫声吓跑

了。好好出生时，猛子已经长得像一只黑狼，猛
子成了好好的好朋友。整篇作品似都在写黑狗
机敏、威猛，结尾一句话，恰点出好好的性格、性
情。全篇都采用幼儿语气，亲切而真切、别样而
别致。又如《夏天的故事》，纪实性情境与幻想
性想象或并存或化合，时空交互中，表现出对儿
童天性的真切体认，增添了作品的诗意色彩，形
成了幼儿文学独特的美学风貌。

另一方面，微妙的细节和拙朴的语言是表
现幼儿心性最要紧的艺术元素。如《上学》中，
老奇认为，上学了就是长大了，不能像上幼儿园

那样让妈妈接送。他“跑回去推”“回家生气”，
正是他向大长、往大想的具体表现：愿独立，想
要强，很自尊。这是人生中很可贵的一种品性：
进取心 。作品接着写老奇进校门之后的情景，
更是情切切趣拙拙，不紧不慢地凸显了老奇上
学的快乐心境。

最具抒情性的诗意描写莫过于对小同学背
大书包的欢喜和负重的描绘：“大书包沉甸甸
的，要背到背上去，背也背不上，⋯⋯走出教室
门时，一个个像驼背老公公。”“一个小个子同
学，大书包把他的头遮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两条
腿在地上移动。走着走着，他停了下来，两只小
手反过来，想把书包往上推一推，可脚跟没站
稳，身子往后一仰，摔倒在地上。”

两个场景，巧妙地反映出当下小学教育的
严重问题：小学生课业负担如此沉重，他们的身
心发展将会怎样？父母背书包作辅导，家庭的
精神压力又是怎样？真情拙趣的背后，隐着一
代人成长的大问题！可见，幼儿文学的诗意也
并非只是指一种文学韵味、语言韵致，它是有深
度、力度的。

幼儿文学的独特魅力、意义，并不仅仅在于
它的稚拙的情、朴拙的趣，而是在于它能够以小
见大、以简驭繁，能够以情寓理、以趣蕴智。小
作品，照样可以揭示大问题、反映大时代；而且，
揭示得更深切、反映得更切实。谁家没有可亲
可爱的小孩子啊，淳朴稚真的描述，最能打动
人！

编辑推荐：
有人说故事像说着自己，有人说自己

像说着故事。能把生活中平淡的小事情、
平常的小人物，讲述得有滋有味的，非汪曾
祺莫属。

这本《我们都是世间小儿女》精选的散
文集，叙说的不止是汪老个人的回忆，而是
透着世间人共有的“烟火味”——家人闲
坐，灯火可亲。如汪老所言，他只写平平常
常的人和事，谓之“世间小儿女”。从叙事
抒情再到人生感悟，简单的话语中自然流
露出汪曾祺淡泊的人生态度。在他的笔
下，每种草木都各有性情、各不相同。凡小
事、民俗、花鸟虫鱼都变得生动有趣。内容
从容平淡，给人一种不可言说的温暖。

《我们都是世间小儿女》
作者：汪曾祺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编辑推荐：
《如何去读一本书》是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

尔芙的读书随笔集，她在书中畅谈了自己阅读的
方法、心得和感想，表达了对诸多作家和作品的
见解，在形式上不拘一格，写得看似比较随意，却
极为真诚和深刻。很多作家都有写读书随笔的
习惯，但是像伍尔芙这般富有洞见，并且笔调活
泼洒脱的却很罕见，所以她的随笔通常被诸多文

学爱好者视为必读文本。翻开伍尔芙的这本书，
在她的指引下品读那些名家名作，才发现我们也
许从未真正懂得该如何去读一本书。

伍尔芙，英国文坛的前卫开拓者，20 世纪
伟大的作家之一，现代主义文学与女性主义
潮流的先锋。她在小说中采用意识流的写作
方法，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远影响，评论家
称她将英语“朝着光明的方向推进了一小

步”。在散文方面，伍尔芙以其“谁也模仿不了的
英国式的优美洒脱、学识渊博”，而被誉为“英国
散文大家中的最后一人”“英国传统散文的大师”
以及“新散文的首创者”。

《如何去读一本书》
作者：【英】弗吉尼亚·伍尔芙
译者：吴瑛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在人生的更高处相见》一书是新东方创始
人俞敏洪记录心路历程的随笔集。书中倡导积
极的生活理念：坚持读书、读好书，在阅读中收获
更加丰富的人生；旅行不单纯游山玩水，应充分
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和风俗习惯；对社会现象多
加思考，不能失去独立判断的能力。同时，他在
书中鼓励年轻人不念过往，不畏将来，坚持从改
变自我做起，砥砺前行，在人生更高处看到更美
的风景。

俞敏洪是个快乐的读书人。对于读书，他有
着深切的感悟。在首章中，他就以读书为题，倡
导大众多读书，读好书。他认为，读书给你带来
3 样东西：情怀、胸怀和气质。而一个人的情怀、
胸怀和气质绝对是长远能把事情做下去的最好
的 3 个动力。俞敏洪在书中分享了自己读余世
存的《大民小国》、拉斯·特维德的《创新力社会》、

王强的《书蠹牛津消夏记》、张大春的《聆听父
亲》等图书的收获。在这些分享中，可以看到
俞敏洪的另一面。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走中体悟生
活，理解工作，认识自己。行走是一种启迪身、
心、灵的方式，从一座山到另一座山，我们的视
野变得更开阔。旅行已成了俞敏洪独特的一
种生命体验，他把远涉重洋，视作了解当地历
史文化和风俗习惯的最佳方式。柬埔寨、巴
西、澳大利亚，都曾留下他不倦的身影，也留下
他延绵不绝的感喟。“人生从来都不是一场计
划好的旅行”，他由此联想到人生，觉得每一个
人都应该对这个世界抱有好奇和探索的心，如
此，便能在行走中收获生命的充实和美丽。

俞敏洪对奋斗与成功，有着异乎常人的认
识。他从树立良好的处世心态讲起，强调“远

见和努力”是每个成功者必备的素质。他热切呼
唤各级教育机构注重对青年学子进行心理健康、
自立自强等方面的引导和教育，着重从素质教育
而不是应试教育上去培养学生求实创新的精神品
质；鼓励年轻人多角度看待问题，继而做出独立的
判断。他倡导从改变自我做起，改变自己的命运
和改变世界一样，需要的是远见、勇气和努力。

读书、旅行、思考、领悟，是俞敏洪十分推崇的
一种生存方式，也是他身处激流、逆流时一惯秉持
的生活态度。俞敏洪说：“读书、行走、经历都很重
要，但更加重要的是思考、总结、怀疑、反思、领悟
能力，是一个人通过领悟走向更高层次的能力，到
达豁然开朗的境界。人生的精彩永远是质胜过
量。真正的高手并不一定需要读万卷书、行万里
路，方寸之间就能玩出大千世界⋯⋯”

伟大实践催生伟大创新
◎郭其友 何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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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张卓元 胡家勇 万军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作者

：肖存玉

出版社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大家品评 彰显幼儿文学的独特魅力 ◎张锦贻

新华热书榜 散文大师品读名家名作 书悟

■很多作家都有写读
书随笔的习惯，但是
像伍尔芙这般富有洞
见，并且笔调活泼洒
脱的却很罕见，所以
她的随笔通常被诸多
文学爱好者视为必读
文本。

”
行走在人生的更高处

作者：俞敏洪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丁兆永

读而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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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从《大都到上都》生动还原 800 年前

元朝两都间辇路的真实面貌。
一座历史名城大都（今北京）和一颗

草原明珠上都（今锡林郭勒盟正蓝旗），由
这条路相连。

北大教授罗新，一位中国中古史和中
国古代边疆民族史的专家，自北京健德门
启程，沿着古代辇路北行，经龙虎台，过居
庸关，行黑谷，越沙岭，徒步穿越北京、河
北的重叠山谷，进入内蒙古草原，穿行于
田垄与山谷间，一步一步走完了从健德门
到 明 德 门 的 450 公 里 山 川 河 流 ，抵 达 上
都。他将一路上的见闻、感悟与由此延伸
出的历史、文化思索诉诸文字，成为这本
书。书中既有生动、详尽的行走细节、沿
途风景，也有不时由古及今引发的思考。

《从大都到上都》
作者：罗新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