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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温暖在人间

花瓣

读而思

□禾刀

长期深耕中国政治、社会问题与国际关系的
郑永年，在《大趋势 中国下一步》中，从政治改
革、经济建设、社会重建、国际关系 4 个维度，对
中国下一步发展提出自己的观点。

谈到改革，郑永年言简意赅地指出，“改革就
是内部改革、外部开放”。在郑永年看来，中央和
地方主要存在政治、利益和经济 3 方面的关系。
国 内 改 革 大 多 是 从 这 3 个 方 面 入 手 的 ，比 如

“1994 年的分税制和 1998 年的中央银行制度的
改革”。在政府层级设置中，郑永年主张“实行三
级半政府，中央、省、县和市三级加上乡半级（作
为县的派出机构）”。至于现行层级政府的权力，
能合并的合并，能收回的收回，能下放的则下
放。不难看出，郑永年的这些建议与国务院于
2016 年起大力推进的“放管服”改革方向不谋而
合。

作为面向广大群众的基层政府，县级治理向

来是体现政府效率的重要代表。但“中国 2800
多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总体上面临着经济、人
口、地理条件、面积、文化等千差万别。如东部人
口多的县人口过百万，西部偏远地带仅数万人甚
至更少。差别越多，意味着政策个性化需求越突
出，这对执政党的政治智慧无疑提出了更高要
求。换言之，许多政策既要有大面上的“一盘棋”
格局，同时也要兼具能够适应地方特色的充分灵
活性。

改革必须讲究策略，越是充满智慧的改革，
越不可能简单的“一刀切”，否则会给发展造成

“硬着陆”风险。当然，改革也绝非迈着碎步，瞻
前顾后，否则会跟不上时代，好的初衷会因太慢
而被淘汰。郑永年认为：“任何国家，尽管改革的
动力往往是自下而上的，但国家层面的制度建设
都必须自上而下来进行。”这方面现成的例子很
多，比如农村土地改革。1978 年 12 月，安徽凤
阳小岗村 18 位农民冒着风险立下生死状，本来
是吃不饱饭的无奈之举，无意中却被急于推进改
革的上层机构发现，最终在全国推广普及，从而

叩开了土地承包到户的大门。
对于国企的未来，郑永年认为关键在于走好

4 步棋，即进一步的企业化、给国企设定一个边
界、保持国企的开放性、国企必须“国有化”。简
单点说，就是国企应当有所为有所不为，国企应
是公益性事业的兜底，而不是什么钱好赚就往什
么里面钻。

在郑永年所列的 4 大问题维度中，国际问题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显得极为惹眼。“一带
一路”自推行以来，很快受到沿线大多数国家的
热烈欢迎。亚洲投资开发银行成立后，一些欧州
国家的踊跃加入热情超出国人想象，自然也加深
了美国作为世界经济霸主地位的焦虑。于是，

“修昔底德陷阱”论沉渣泛起，中国和平崛起的难
度系数陡然飚升。

在郑永年看来，“一带一路”是以发展为导向，
也就是说，中国的国际思路主要是对国际秩序的
补充，是在顺应既有国际秩序中寻求更大发展。

就目前中国海洋发展战略，郑永年认为这并
非中国霸权的体现，而是中国从陆地走向海洋的

必然。虽然历史上比如明朝中国有实力成为海
洋霸主，但因为中国传统威胁主要来自北方，导
致海洋发展难受重视，直到近代西方的坚船利炮
轰醒了国人。从世界发展趋势看，中国要想更大
发展必然面向海洋，这是“海洋地缘政治变得重
要起来”的原因所在。

对于西方社会“中国威胁论”的老调，郑永年
认为一当驳斥，二当解释，三当共同发展。前两
个举措均是表，最后一项才算是里。道理很简
单，与其苦口婆心地解释一千遍一万遍，不如争
取更多国家共同发展来得实惠。

发展是硬道理，发展胜于雄辩，发展才能争
取更多国际受益者一起讲好中国的故事。也所
以，郑永年建言：“在下一阶段，中国不仅需要继
续把‘自由贸易’的大旗扛下去，更需要具体的政
策行为。”简而言之，内部改革外部开放仍是中国
未来发展的大趋势，也只有顺应世界发展潮流，
义无反顾地拥抱整个世界，中国才可能在发展中
团结更多国际力量，共同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
步。

□高中梅

散文集《世间生活》，书写了冯骥才先生的
人生经历和智慧，是品尽世间冷暖后的坚韧与
豁达，是历尽苦难后的乐观与坦然。读之，感到
真正的温暖在人间。

《世间生活》收录了冯骥才的散文经典名作
60 余篇，分“人生感怀”“生活雅趣”“人间生灵”

“旅行印象”4 辑。这里有作者对人生中的某些
重大际遇或亲友交往的感慨之作，也有对世事
的看法和感想；还记录了作者工作之余的生活
趣味，有书画音乐，更有遛摊寻宝、香烟美食，幽
默风趣的文字，流露出他“物皆有情”的真情感
悟；不仅写了春秋冬夏、花鸟鱼虫，更有世间之
人、人间之情；还收录了冯先生游历国内外的自
然散文。其国内多地的走访名为旅游，实则是
文化守护之旅。作者的文化担当和责任意识，
在其间悄然显露。

冯骥才的文风优雅，内涵广博，情感深沉动
人，既体现出一位当代文化大家的学识修养、气
度担当，也流露着他自信而从容的人生智慧。
读他的文章，就像细品古典诗词，韵味在字里行
间流淌。他或写自己的独特体验；或写自己的

内心感受；或写自己对于文化现状的思索；或写
对于异域风情的精神追索。如《时光》中他写：

“植物死了，把它的生命留存在种子里；诗人离
去，把他的生命留存在诗句里。”又如他说：“岁
月只能衡量生命的长，谁来衡量生命的宽，还有
重量？”这些文字都是发自肺腑的箴言，缠绵轻
盈，于无形中编织成一个美丽的梦。

作者的文字充满了智慧的观察与醒悟。他
不仅提供了细腻的生活枝节，而且直接指向精
神的内核。书中的《苦夏》《冬日絮语》等篇章，
都用一种平凡的意象传达出深刻的哲思。夏天
是闷热的，痛苦的，就像人生的耕耘期。你必须
耐得住寂寞，忍得住痛苦，在不断地磨砺中走向
成熟。人生如四季，在起承转合中呈现出生命
每一个阶段的不同特征。正如冯先生概括的那
样，生命“起始如春，承续似夏，转变若秋，合拢
为冬”。文字纯净天然，引人深思。

生活并不仅仅是诗与远方，更多的是责任
与担当。作者在《挑山工》中，写他在游泰山时
发现，在游览过程中，虽数次超越一名挑山工，
但在休息时他也总在与他们同地方休息。不禁
敬烟攀谈，工人想了一会道：“俺们哪里有近
道？还不和你们是同一条道。你们是走得快，
可你们在路上东看西看，玩玩闹闹，总停下来

呗！俺们跟你们不一样，不能像你们在路上那
么随便，高兴怎么就怎么。一脚踩不实不行，停
停住住更不行，那样两天也到不了山顶。就得
一个劲儿地往前走，别看着慢，走长了就跑到你
们前面去了。瞧，是不是这个理儿？”这种不畏
艰难的精神，让人敬佩。

写文即是写人生，从作者的文字中便可窥
见他的为人处世及细腻的情感。无论是对一年
四季如诗如歌的描绘，还是对身边事物细致入
微的刻画，无论是在异国的艺术殿堂里流连忘
返，还是对故乡的眷恋、对师长的追思、对小人
物的同情，无不渗透着他悲天悯人的博大情怀，
处处留下了他对历史精神的探究，对生命对人
生的深深思索。冯先生常说：“任何一种生活，
都是对你的馈赠，不要抱怨生活。生命的快乐，
是能量淋漓尽致地发挥。”

“我相信，真正的冰冷在世上，真正的温暖
在人间。”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冯先生对
人生、对世间的深沉感悟。冯先生在《日历》中
说：“生活的真正意义，是创造每一天，在繁华之
外、浮躁之下，拥有一部分心灵生活，把美好的
东西融入生命里。”阅尽世间生活的风雨后，愿
世人从冯先生的智慧和感悟中获得启迪，收获
自己生活的恬淡幸福。

作者：郑永年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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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这段仅有
28 个字的“二十四节气”歌谣凝结了中华民
族劳动人民上千年的智慧。节气的产生与
中国传统农耕社会紧密相关，我们的祖先们
靠天吃饭，物候的每一点小小的变化，都被
古人凝练为两个字，最终也就形成了二十四
节气。如今，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二十四节气对于许多人来说，都成为了
纸面上的文字，我们仅仅能够知其然，却不
知其所以然。

作为一名资深爱猫人，马未都从 2003
年收养了一只流浪的中国狸花猫。随后十
几年间，观复博物馆陆续收养了几十只猫。
在马未都的创意和推动下，“观复猫”品牌正
式创立，而这些可爱萌猫的形象，成为了传
播和讲述中国优秀文化的代表。

《观复猫：我们的二十四节气》选取与
人类亲近又独立的猫作为主要形象，详细
讲述了二十四节气的物候变化、风俗礼节，
以观复猫们的视角看待人类的文化成就。
二十四节气是农耕文明的重中之重，书中
还挑选了二十四件文物，与节气有直接或
间接的关系，借观复猫馆长之口，让我们更
亲切、更深刻地理解二十四节气，凸显一份
人文关怀。

□刘小兵

著名作家、教育家叶圣陶的教育随笔集
《给教师的建议》，结合其多年的教育实践，给
出了荡涤心灵的教育箴言。

全书汇集了叶老毕生的教学心得，既解析
了高屋建瓴的教育理念，又传授了贴近实际的
教育方法；既有针对教师个人的教学建议，又有
针对学生群体的学习良策。一开篇，叶圣陶就
开宗明义，强调教育工作者的全部工作就是为
人师表。他建言，教师在做好以身作则以外，多
注重言传身教，其实就是最大的为人师表。

当好一名优秀教师，是每一位教育工作
者孜孜以求的事。书中，叶圣陶设身处地站
在教师的角度，以“如果我当教师”为题，进行
了系统的阐明。他谆谆教导，欲作一名优秀
教师，就绝不能把单纯的教书识字认作教育
的终极目的。在他看来，教书识字只是手段，
让学生养成多读书勤思考的习惯，才是教育
的终极目的。

体罚是叶圣陶极力反对的，他认为，体罚
学生，表面上看只是打了他们的身体，但骨子
里却伤的是学生的自尊心。鉴于此，叶圣陶
向广大教师提出了“不仅要向学生传授知识，
而且还要教学生如何做人、做事，成为健全的
公民”的建议。他说，要把这项工作做好、做
实，就绝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必须在以人为
本的基础上，做到因材施教。他例举了具体
的教育方法，比如，在完成正常的授业之外，
完全可以联合家长，通过与学生父母的亲情
互动和有效沟通，共同督促学生养成良好的
学习和生活习惯。叶圣陶感同身受地说：“多
做 家 属 亲 切 忠 诚 的 朋 友 ，拿 出 真 心 来 ，从 行
为、语言、态度上，表现出是关心和爱护学生
的 ，就 能 让 这 种 教 育 合 力 发 挥 出 最 大 的 效
应。”

教师的职责是传道、授业、答疑、解惑，在
这漫长而艰辛的育才过程中，少不得对学生们
进行思想品德教育。思想品德课该怎么上？
叶圣陶真诚希望这堂“大课”，不仅学校要上，
而且也要“搬进”家庭、“搬进”社会。惟各方各

面通力协作，则学生思想好、品德好，自然水到
渠成。叶圣陶认为，课内所有的知识课和技术
课，课外的种种校内校外活动，实际上都有培
养好思想、好品德的作用。只要老师教得好，
引导得好，学生学得好，活动开展得好，则学生
在潜移默化中，其思品、其德操，就会受到濡
染，在这种春风化雨般的精神润泽下，他们的
思想境界就会不断得到提升，品德修养也会不
断得以增强。

让学子们学好国学，感受中华文化的博
大精深，自然是广大教育工作者的一项重要
任务。叶圣陶主张应把青少年学好语文、写
好作文，提到传播国学、弘扬传统文化的高度
去看待。他一再告诫基层教育工作者，要把
好的读书方法和写作方法传授给学生，引导
他们在长期的读与写中，不断增强对祖国语
言的民族感情，从而让他们在学有所思、学有
所得中，传承古老而优秀的中华文化，学到更
多的知识和本领。

《给教师的建议》如一缕涤荡心灵的春风，
拂过人们的心头，带来不尽的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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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古钱币照片，一枚比照片更为真实可感的
古钱币 360 度 AR 影像即刻呈现到读者眼
前，循着钱币学泰斗戴志强先生、杜维善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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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如何进行当代阐释是传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课题。近日，由世界
图书出版公司推出的《货币里的中国史（AR
高维版）》是 2018 年度“中国好书”《货币里
的中国史》的升级版，本书在原来的基础上
新增加了 50 多页内容，首次将实物 AR 技术
融合运用到传统纸质出版物中。

打开图书，古钱币、古文物，从符号到文
字，从文字到拓片，从拓片到图片，从图片到
视频，可以更直观地感受数千年人类文明的
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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涤荡心灵的教育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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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趋势：深化改革拥抱世界

□张帮俊

幽默在沟通交流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可能有人认为，幽默是天生的，上天赋予
的。其实不然，幽默是一种技能，只要掌握正
确的方法，是可以学会的。

有这样一个人，曾经患有严重的“演讲恐
惧症”，公众演讲能让他汗流浃背，手足无措，
大脑一片空白。可是，却有一天，他站在卡斯
特罗戏院的舞台上，面对 1400 多名观众侃侃
而谈，成为一名出色的脱口秀演员。前后巨大
的反差，让人惊诧。是什么让他如此改变？是

“幽默练习”，让他脱胎换骨。
他叫大卫·尼希尔，也是这本《如何成为

讲 话 有 趣 的 人》的 作 者 。 书 中 ，他 用 自 己 的

真实经历，分享了这令人不可思议的蜕变经
历 。 书 中 记 录 了 他 在 为 期 1 年 的“ 幽 默 练
习”中总结的经验与心得。他将幽默运用于
脱口秀表演，总结出将脱口秀技巧用于日常
表达的 7 大原则。同时，这是一本极其有趣
的讲话指南，作者本人丰富的人生经验贯穿
始终。

书中，作者手把手教你将段子运用在日常
当众讲话和沟通场景中，用幽默挽救你的社交
力和演讲力，让你一开口就成为人群焦点。现
实中很多人可能和作者一样，平时夸夸其谈，
可是，一到公众场合说话，就完全不自在了。
之前公共演讲对于大卫·尼希尔来说，简直就
是遇见鲨鱼那样可怕恐怖。受公众演讲恐惧
症的影响，他错失了许多可能会成功的机会。

后来，是学习脱口秀拯救了他。脱口秀练

习的不光是说话技巧，还有站在舞台面对台下
黑压压观众的勇气。掌握技巧之后，就知道在
哪里抖包袱，了解应当如何措辞，懂得掌握时
机。

“怎样用幽默技巧提升演讲能力，让这个
世界变得更加有趣。”那就需要运用到 7 个原
则。比如，添加幽默元素，找到笑点；掌控听
众；不要忘词。你幽默了，对方可能就会笑起
来。马克·吐温说：“人类有一件真正有力的武
器，那就是笑。”无论是面对一个人还是一千个
人，幽默都能提高你的传播成功率。要让观众
笑起来，这取决于你的幽默能力与等级了。那
么，不妨努力跟着作者学幽默技巧，让幽默成
为你的武器，告别冷场与尴尬。

学做一个幽默有趣的人，那么，快乐幸福
也会包围着你。

让“幽默”助你成为会说话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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