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敬文

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中央党校教师黄
相怀著作《做一个思想清醒的人——提升党员
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对广大党员干部提升政治
站位、更多地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问题，增强社
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引领力，有一定帮
助。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
作。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意识形态工作。
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必须推进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
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
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
紧团结在一起。”党员干部如何承担起责任，
做好这项极端重要的工作？现实中，一些人

认为意识形态工作太虚，可抓可不抓，抓了也
不会立竿见影，或者认为没有抓经济工作重
要。抓经济工作是显绩，抓意识形态工作是
潜绩；显绩看得见，有助于提拔；潜绩往往不
明显，无助于仕途。但是，从党的十八大以来
发生的一些贪腐案件中看，在通报这些干部
的问题时，总是把“理想信念缺失、宗旨意识
淡 薄、政 治 立 场 动 摇 ”等 放 在 问 题 的 首 要 位
置。这难以辩驳的事实告诉我们党员干部，
要重视意识形态工作。黄相怀的这部著作，
创新性地提出了意识形态的“五力”——意识
形态的鉴别力、学习力、思考力、创新力、表达
力，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党史、国
史、国际共运史、现实工作等角度，进行了系
统深入地阐发。

书中涉及的问题，很多也是为我们所熟悉

的。比如近年来针对抗日战争史、中国革命史
的一些抹黑；又比如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些前沿
性问题，被人通过“改头换面”“蹭热点”的方
式，夹杂在各种以“告诉你真相”为名的文章
中。各种以娱乐为噱头，实则充满意识形态色
彩的内容大量出现。

黄相怀写这部书的初衷，就是直面现实问
题，解答人们思想中的困惑。比如针对经济学
领域中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李嘉图的“比
较优势”理论等，作者指出，这些都是披着“中
性”的外衣，代表强国利益的意识形态理论。
甚至连《末日迷踪》这样的电影，也有隐形植入
的意识形态因素，我们党员干部要对此保持适
当的警觉。

这本书没有刻板的说教，而是使用大量的
案例和通俗易懂的语言，仿佛坐在读者的对
面，谈论的话题是严肃的，氛围却是轻松的。

作者知识广博，旁征博引，聊得比较“嗨”，读者
也能读得入神。

作者将严肃的理论问题与通俗生动的语
言和大量鲜活的案例结合在一起，化枯燥为引
人入胜。这是一部有温度的书，作者通过换位
思考，在写作中时刻想着读者最需要的是什
么 ，怎 样 讲 读 者 更 容 易 听 得 明 白、更 容 易 接
受。最终让阅读这本书，成为一次畅快淋漓的
理论学习享受。

王蒙在《闷与狂》一书中有这么一句话：
“玫瑰与荆棘共生，香菇与毒菇同长，真实与假
冒比翼齐飞。”这也是当今意识形态领域的写
照。我们的党员干部，在意识形态工作中，一
定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掌握理论，善于思考，提高鉴别能力，
登高望远。只有这样才不会像温水煮青蛙一
样，丧失政治上的敏感性。

思想清醒才能明辨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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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柠的长篇小说《三城记》讲述了“80

后”的成长史，聚焦主人公顾明笛在北京、
上海、广州的经历和命运变迁，直面当下
中国城市生活，并以此为原点辐射社会各
个阶层的生存和精神状况。小说以扎实
的现实主义笔法勾勒出新青年、新时代的
正面和侧影，具有典型意义。

《三城记》中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丰
富，包括沙龙、报社、高校、互联网、城市与
乡村等等，堪称一部社会现实的百科全
书。同时，小说较为完整地塑造了当代城
市青年的典型形象，他们身上突出的精英
精神和小资情调，使他们在人格完善的过
程中常常困守自我，一旦面对更深广的外
部世界便束手无策。小说以“80 后”顾明
笛为代表，突出他逐步成长为真正有责
任、有担当、有情怀的人的历程。

《三城记》深刻地写出了上世纪九十
年代到新世纪一直到今天的社会变化，
尤其是社会文化格局的变动，以及随着
经济建设、城市化进程而发生的价值观
念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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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人类必须回应，最后的希望是一群
中国高中生⋯⋯

近腾中学——一所前所未有的学
校，凭借难以想象的另类教学，维持着
奇迹般的升学率。而在光鲜亮丽的成
绩背后，反抗的种子正在悄悄萌芽。

当近腾内部发生骚乱时，世界上出
现了许多神秘事件，一辆大卡车无端腾
空，无数神秘石碑从地底涌出。最终，
人类在衰败的文明中苟延残喘。此时，
近腾中学的一群高中生成了人类最后
的炬火，最后的光⋯⋯

刘洋的科幻小说《火星孤儿》从校
园生活切入，带领我们陷入一场匪夷所
思的世界末日。他用神秘的悬念牵引
读者，最终以逻辑严谨的科学设定，揭
露出引爆想象的真相⋯⋯这部小说是
扎实的理学功底和汪洋恣肆想象力的
完美结合。

作者刘洋，科幻作家，物理学博士，
现任教于南方科技大学，已出版科幻小
说选集《完美末日》《蜂巢》。

□林振宇

达·芬奇创作的不朽名画《蒙娜丽莎》一直
是个不解之谜。旅法作家邹凡凡创作的长篇
系列小说《秘密之旅》之《蒙娜丽莎的秘密》，从
另一个角度进行揭秘：假如《蒙娜丽莎》失窃，
会发生怎样的故事？通过这个故事，作者想要
告诉我们什么？

小说一开始就设置了悬念——陈列在卢
浮宫的《蒙娜丽莎》不见了。是谁盗走了这幅
名画？最后名画找到没有？

故事以侦破案件为主线，以来自中国的 16
岁花季少女孙漪为主要人物。写她作为选派
生到法国念书，无意中卷入这起看似盗窃案，
实 则 是 无 法 想 象 的 权 力 旋 涡 和 危 险 博 弈 之
中。孙漪和她的法国同学博克、卡萝尔，不怕
艰险，和作案分子斗智斗勇，最后查出真相，协
助警方成功破案，找回了失窃的《蒙娜丽莎》。

女主角孙漪寄宿在警察亚力山大及其夫
人艾莉莎一家，听说了《蒙娜丽莎》失窃的事

儿。无意中，她捡到一根红色夹金线织成的小
布条，竟成为破案的重要线索。循着这条线
索，锁定了犯罪嫌疑人艾伦·布殊沙教授，追踪
到拉维尔夫医院找到了他。布殊沙交待，他是
为了给女儿动手术急需要钱才动了偷画的念
头。但是，画并没有在他那儿，他把画交给了
一位女郎，是她指使教授这么干的。那么，这
个神秘女郎是谁？

类似的悬疑在小说中多次出现，推理情
节环环相扣。根据教授陈述的地点，他们在
香榭丽舍大街东北角公园的桌子下面发现海
之鹰图案。这是著名的隆尼翁海盗家族的族
徽。孙漪、博克随同艾莉莎去了隆尼翁家做
糕点，对案件进行调查，听到隆尼翁的女儿夏
洛特的秘密，惊天失窃案很有可能是神秘女
郎夏洛特一手策划的。为了找到证据，孙漪
和她的伙伴在伊夫雷密室里找到了和《蒙娜
丽莎》一起失窃的其他几幅画，又在卢瓦河香
波城堡得到达·芬奇镜面书的信息。按照信
息指引，《蒙娜丽莎》就在“中心 3.5 公里处尼
古拉家”，原来此处竟然是爱丽舍宫总统府。

他们配合重案组潜进总统书房，从密柜中找
到 了 失 窃 的 画 ，并 在 枪 口 之 下 带 出《蒙 娜 丽
莎》逃生。

故事到此还没有结束。真正的主谋夏洛
特想逍遥法外，于是上演了网络世界里黑客之
间高手的对决。夏洛特在欧洲原子能中心网
络深处放了一个文档，让孙漪在 12 个小时内
找到，孙漪不畏困难，接受挑战，运用高超的
计算机技术，最终突破层层防线，战胜了强大
的对手。

那么，《蒙娜丽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
密？这部小说告诉我们：真正伟大的艺术作品
都是有生命的，都融进了创作者的灵魂，可以
穿越时空，永恒存在；要解决世界上的种种问
题，必须先学会尊重和包容；不仅是其他国家
或文化，对于其他生物，乃至我们人类居住的
地球，也要学会尊重和理解⋯⋯

本书不仅仅是旅行、悬疑和探密小说，它
还是关于成长的小说。在人生的旅途中有太
多不可预测的事情会发生，这就需要我们勇敢
地去面对，使自己日渐走向成熟。

名画失窃后的惊天秘密

□乔欢

乔纳森·莱蒙德是纽约大学法学博士，是
全球知名领导力培训公司 EMyth 的 CEO 及
CBO，也是国际知名领导力培训公司 Refound
的创始人兼 CEO，还是 Inc. 杂志评选的“全球
百佳领导力演讲家”之一。他将 20 年的领导力
培训经验之精华凝聚在《高效管理》中，用 3 大
核心管理法则、15 个真实管理故事，深入浅出
地帮助领导者们发现自己的“高层局限”，破除
常见的几种管理瓶颈，打造出一支高效敬业的
团队。

《福布斯》杂志的撰稿人凯文·克鲁斯把员
工敬业度定义为：员工对组织及其目标的情感
承诺。按照盖洛普咨询公司的统计，每 10 名工
人中有 7 名要么自由散漫，要么主动出手破坏
组织的努力成果。这一调查结果确实让领导
者们备感沮丧，但把责任全部放在权力平衡中
的弱势一方，忽略了经理的敬业度，只讨论员
工的敬业度，不是很奇怪吗？而为了让员工敬

业，解决方案就是：需要有个人和他们一起敬
业。

很多人认为，领导是能解决问题并达成目
的的那个人。而真实情况恰恰相反，最高形式
的领导力，是将自己作为一种资源，提出并发
现问题，并为团队成员打造一个自己去找出答
案的空间，让他们真正有所成长。好的领导不
应该是超人，而应该是一个循循善诱的教练和
导师。所以，关于敬业度的讨论，正确的问题
不是“我如何才能让大家敬业？”而是“我如何
才能更好地跟他们打交道？”

让员工敬业的方法，就是更多地与他们打
交道。从广义上来看，员工和领导们关心的事
情完全一样：自由发挥、人生意义、做自己喜欢
的工作以及赚足够的钱养家。而企业最深层
次的目的是改变员工的生活条件。领导者要
向大家证明，职业成长和个人成长不可分割，
当我们投入到对工作本身的体验中时，工作的
高效、生活的多姿、生命的意义⋯⋯一切答案
都会神奇显现。

优秀的领导者应该是能从工作和生活经验

上指引员工的人。当领导者指导员工言行一致
时，实际是给了员工一个机会，一个让他们能够
过上极度完整个人生活的机会。他们会努力以
同样的方式把自己在工作中的价值观纳入到他
们在家中的所作所为中，并最终成为他们想要
成为的那个人。员工也希望重新发现新版本的
自己，成长为最优秀的自己。只有领导者把主
要目标定为服务于每一个个体之后，文化进步
才可能出现，这就是新的企业协议。

书中，作者强调了领导者与员工一对一谈
话的重要性，从提示、邀请、谈话、界限、极限 5
个阶段来设定“问责刻度盘”，这其实是一个线
性的指导和微管理过程，可以尽你所能地帮助
员工成长起来。

《高效管理》是一本关于关系、关怀的书，
领导者们要用“人心”来管理，关怀你所负责的
那些人的心灵、精神以及经济未来。作者从心
理学角度抽丝剥茧地细致分析，努力打造一个
美好的世界：领导者不再简单粗暴地为员工贴
上是否“敬业”的标签，而是能真正帮助员工成
长，指引员工实现“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如何让员工更敬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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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光茫

《平常茶非常道》是一本禅茶文化的散文
集。全书分“茶能生善”“人间奇香”“饮茶洗
心”和“入清凉地”4 辑。书中，作者林清玄畅谈
如何品评各地的好茶、昂贵的茶、便宜的茶以
及自制的各种茶饮；如何与有缘的人喝茶，与
知味的人对饮。

多年喝茶，林清玄慢慢从茶道中悟出了
生活之道。在他看来，每天的生活其实就像
一杯茶，大部分人的茶叶和茶具都很相近，然
而善泡者泡出来的茶更有清香的滋味，善饮
者饮到更细腻的消息；人生是需要准备的，不
是昂贵的茶，而是喝茶的心情。这正如他在

《大茶壶与小茶壶》中所写：“一个能在泡茶时
专心的人，工作也会专心。因此，泡茶给人喝
是一种很好的供养，并不是卑微的事。摆在
我们眼前的小茶壶，可以为三五知己而倾注，
如果我们能尽心地去爱朋友、体贴朋友，泡起
人生的这把大茶壶就容易得多了。”此刻，清
雅的文字，浅显的表达，古典的意境，佛禅的
睿智，这便是林清玄散文带给我们最直观的
印象。

林清玄是个很懂得生活情趣的人，往往讲

述一段小小的故事，可能感人，也可能很平常，
但是字字珠玑，其中蕴涵着大勇大智。比如他
在《龙井问茶》中说：“茶，是为了友谊而存在
世间的；最好的茶，则是为了知味的人存在世
间；我们到处找茶品茶，不也是渴望着与知味
的人对饮吗？”此时，他从身边人人都能感受的
事例，谈人生的至善至美，充满禅境的喜悦，吸
引人们进入一种质朴寻常、又自主尊严的精神
境界。

林清玄注意用生活中的一人一物、一草一
木来阐述自己的观点，感悟独特，见解深刻。
比如他在《万古云霄一羽毛》中写道：“陆羽留
下的《茶经》堪称完整，但他的生平却所知不
多，从这些吉光片羽，我们已经能粗构出一个
不凡的人格典型。陆羽原是从人生的最底层
出发的人（弃婴，不知名姓），却能对人间的权
位富贵不屑一顾，一生潇洒不群，果然正如他
名字的寓意：飘流在陆地上的一根羽毛。这根
羽毛，飘过一千多年的时间，依然影响着我们；
这根羽毛，飘过千万里的空间，在异国成神成
仙，影响了世界的饮茶文化。”他很睿智，却不
故作高深；他也豁达，从不矫揉造作；他很淡
雅，无一般文人的酸腐。所以，读他的文章是
一种享受，是一种身心的放松。

在《茶歌与酒诗》中，林清玄提出茶与酒的

情意与境界显然不同，我国传统诗歌里面酒与
茶的地位悬殊，全唐诗几乎是酒气冲天，茶则
很少受到歌颂。原因可能有二：一是酒本来就
是催情剂，在情绪激化的时候，诗人当然会即
席写下诗篇。茶则反之，茶是清凉帖，在心平
气和下，好像更适于无言；二是酒被认为是琼
浆玉液，是独立于生活之外的，茶则是生活中
的寻常小事，又有什么好写呢？所以，作者说：

“喝茶的时候你的细胞越来越小，喝酒的时候
你的细胞越来越大。所以，喝茶的人都是彬彬
有礼，喝酒的人多狂放不羁。”由此，林清玄悟
出：一定要有朋友来跟你分享好茶跟好酒，它
的意义才会成立。

读罢全书，感觉林清玄的文字，体现了一
种慢生活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常常会被曲
解为不积极的、消极的生活。其实，慢生活重
要的不是时间的进程，而是做这件事情时，人
的内心是否从容。所谓从容，就是有定力、有
定见、有对人生的长久规划。读林清玄的文
字，让人常常感到自己并没有失去纯真和激
情，并没有为走了曲折的人生之路而悔恨，相
反，却让人拥有了积极的人生态度，不怯懦，不
逃避，勇敢面对眼前正在发生的一切。或许，
这就是本书给我们带来的真正魅力和价值所
在吧。

茶道里的人道与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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