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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党史年志：中国共产党365个红色记忆》

《文献中的百年党史》
李 颖 著
学林出版社

《琵琶围》
温燕霞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本书以赣南原中央苏区贫困山村“琵琶
围”为蓝本，用一座围屋的前世今生，艺术再
现了老区独具特色和富有情怀的脱贫奇迹。

《那山那村》
何 石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结集在《那山那村》小说集的作品，是作
者近年在《湖南文学》《湘江文艺》等报刊发
表的中、短篇小说。这些作品，不仅紧跟“扶
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时代主题，而且大
多赋予退转军人这一特殊人群，在广阔农村
的时代变革中，退伍不褪色的绚烂风采。

《博约微语（第五辑）》
汪立夏 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该书内容延续前四辑，涉及读书、为人、
心境、眼界、人生的思考和感悟，或说景或写
物，或谈人或论事，表现出作者一贯的写作
特色和风格，说理透彻精微，态度积极向上。

《四季的歌 雪花落呀落》
徐 鲁 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作者用如诗般的语言对冬季进行描写，
不仅滋养儿童的文学素养，更能让他们对冬
天的美有具象的认识，再辅以画家描绘出的
细腻、精美的图画，更是让小读者们身临其
境，犹如置身在祖国优美的山川之中。

《历代名画解读康熙原版
<芥子园画传>》
江西美术出版社 编 江西美术出版社

本套丛书先行推出7卷14册，为读者量
身定制大开本，以康熙原版《芥子园画传》为
底本，经重新整理、修订，编辑而成，并依据
实用功能的需要按门类单列成卷，每卷分上
下两册。

（张 衍 整理）

编纂一部真正属于中国人民自己
的民法典，是新中国几代民法学人的
夙愿。党和国家曾于 1954 年、1962
年、1979年和 2001年先后 4次启动民
法典制定工作，但是四次都未能得偿
所愿。第一次开始于1954年，到1956
年 12 月完成草稿，计 525 条，包括总
则、所有权、债、继承四编，主要参考
1922 年的苏俄民法典。第二次开始
于 1962 年，到 1964 年完成草案试拟
稿，计 262 条，包括总则、所有权和财
产流转三编。这两次民法典的起草均
由于政治原因而未能取得实际成果。

改革开放以后，新中国历史上第三次
民法典起草工作拉开帷幕。1979年 8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成立民法起草小
组，到1982年5月，完成了民法（草案）
第四稿，包括 8 编，43 章，计 465 条。
然而，由于改革开放初期政治、经济、
社会、文化等诸方面的制度尚未固定
下来，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制度亦无
法得以确定，故最终并未能够提交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予以表决。不过此次
民法典编纂却形成了 1985 年的继承
法、1986 年的民法通则、1995 年的担
保法、1999年的合同法等单行法律制
度。2001年，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组
织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
案）》，并于 2002 年进行了一次审议，
经讨论，仍确定继续采取分别制定单
行法的做法。后来又于 2007 年通过
了物权法、2009年通过了侵权责任法
等单行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摆在
突出位置，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
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已经迈入新时代。2015年 3
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编
纂工作正式启动。此次民法典的编纂
分两步进行：第一步，起草民法总则；
第二步，编纂民法典各分编。《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已于 2017年 3月
15日审议通过，同年 10月 1日开始施
行，民法典的编纂迈出关键的第一
步。2018年 8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五次会议对民法典各分编草案
进行了初次审议，民法典编纂迈出了
第二步。2019 年 12 月，民法典（草
案），全文公布，依次为总则编、物权
编、合同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
承编、侵权责任编7编以及附则，共84
章，1260 个条文。2020 年 5 月 28 日，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自 2021
年 1月 1日起施行。并规定：婚姻法、
继承法、民法通则、收养法、担保法、合
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民法总则
同时废止。

民法典被喻为“社会生活的百科
全书”，是“人民权利的宣言书与守护

神”，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
法”。它诞生之前，经历了4次孕育过
程中的大起大落，历时 66 年，一部适
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
求、真正属于中国人民的民法典才得
以问世。而在这风雨一甲子中，老中
青三代民法学人付出了无数的艰辛。
饮水思源，在学习民法典的同时，让我
们在此对所有为中国法治建设以及民
法典之诞生作出贡献的法律人致以崇
高的敬意，同时吾辈学人亦须为社会
主义法治建设而鞠躬尽瘁。

法律是善良与公正的艺术，让我
们怀着一颗善良与公正的心一同走进
民法典，聆听民法典在新时代跳动的
脉搏，喊出民法典在新时代的最强音，
学习并应用好这部“权利保障宣言
书”，时刻准备好“为权利而斗争”。本
书遵照民法典的篇章结构，通过 1000
个知识问答题，以苏格拉底式对话模
拟生活场景，讲述了民法典中1000个
与您休戚相关的民法知识。

（本文系《民法典知识竞赛 1000
题》序言，标题为编者所加）

民法典让生活更美好
□ 席志国

冬季来临，昼短夜长，天寒风
冷，草木枯零，万物沉寂，人们外
出活动少了，蜗居在家的时间多
了，读书便成了最好的消遣。

冬日，在午后的阳台上读书，
是一种美妙的享受。冬天的阳光
是斜的，晒到人身上暖暖的、软软
的，不会像夏季的阳光那般灼
人。背对着阳光蜷坐在藤椅里，
摆一方小板凳作为搁脚，一边看
书一边晒着冬阳，不大一会儿，就
会背上暖烘烘的、心里热乎乎
的。冬日里读书，节奏可缓慢些，
姿态可随意些，看书看倦了，泡一
杯红茶，吃几颗坚果，书香、茶香、
果香互相氤氲，浮生半日的闲适
感便悄然而生。

冬天，人的情绪容易沉郁，不
妨读一些温情暖意的书。张岱的

《陶庵梦忆》，于平淡中见繁华，于
清浅处见热闹，于日常生活中追
寻美感，致力于把平庸的生活艺
术化，读来可以让人感受到生活
情趣的美妙。梁实秋的《雅舍小
品》，于平凡的生活中取材，信手
拈来浑然天成，以平和心境来体
悟世界和人生，从中透出生命的
精彩和智慧的光芒，风格精致优
雅、幽默风趣、亦庄亦谐，读来让
人在会心一笑中品味社会百态，
在悠然自得中领悟人生的豁达与
洒脱。丰子恺的《缘缘堂随笔》，
语言平白，不加雕饰，以细碎的生
活表达人生况味，通过对细节的
描绘表达诗意，融童心和禅趣为
一体，既真率自然，又妙趣横生，
读后能让人感到真情的美好和童
趣的可贵。

冬天的夜晚来得早，也安静
得早，长夜漫漫，宁静祥和，最是
读书的好时分。晚饭之后，略作
小憩，换上宽松的睡袍，一个人躲
进书房，轻掩上门，放下窗帘，打
开电暖器，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
捧在手里读起来，真可谓“闭门即
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此时读
书，既无蚊蝇烦人，又无旁人打
扰，唯有四壁的书香缭绕，容易沉
下心来，快速进入书中境界。所
以说，冬夜尤其适宜慢读、深读。

“读经宜冬，其神专也”。读
经典，需要大块的时间和专注的

心神，安宁寂静的冬夜，无疑是最
适合读经典、读大书的。托尔斯
泰的《战争与和平》是一部卷帙浩
繁的伟大小说，它的场面宏大、人
物众多、气势磅礴，只有潜下心来
读，才能在托翁对主人公们的悲
欢离合与战争的波澜壮阔交织纵
横的描绘中，发现人类自己的幸
福与悲哀、伟大与耻辱，感受小说
中蕴含的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与
博爱精神。《易经》虽然年轻时囫
囵吞枣地读过，似懂非懂的，仿
佛看玄妙的天书，到了一定年纪
再来读它，感悟会深些：即使历
经坎坷，心有沧桑，也要保持明
朗向上的心志，因为“天行健，君
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
厚德载物”。

冬夜读书，若遇下雪就更曼
妙。静听雪花簌簌飘落的声音，
呼吸着清冽的空气，想象着白雪
覆盖屋顶、道路、树木以及远处的
群山和原野，呈现一个皎洁晶莹、
空旷寂静的世界。此时读书，环
境很快与心境融合，世间的浮华
离自己越来越远，焦躁与烦闷烟
消云散，染尘的心好像被洗涤干
净，变得澄澈明净。这个时候读
王阳明的《传习录》，感受心口如
一、知行合一的力量，明白“欲修
身、先养心”的道理，领悟“此心光
明”方是做人的高境界；读《庄
子》，放下心里的俗务杂念，“逍遥
游”一回，“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读刘慈欣的《三体》，让自己的思
绪在多维世界中穿越神游，遥想
宇宙的神奇瑰丽、无边无垠；读泰
戈尔的《吉檀迦利》，聆听诗人对
神的赞颂与追慕，在神性与人性
的融合中感受生命的觉醒和人生
的快乐，以及人类自身的崇高与
卓越。

南宋诗人尤袤说，“饥读之以
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
以当朋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
瑟也。”书是有能量的。读书是与
贤人对话交流，是在另一个世界里
活动，是一种精神的漫游与历练，
会在心灵深处激发新的能量。冬
天与书香为伴，就像阳光让心田得
到温暖，皮袍把严寒拒之门外，让
人生有了更多的惬意与幸福。

书语书语
全国报纸副刊最佳专栏全国报纸副刊最佳专栏

冬日书香暖心田
□ 吴黎宏

100年来，中国走过的历程，中华民族走过
的历程，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用鲜血、汗
水、泪水写就的，充满着苦难和辉煌、曲折和胜
利、付出和收获。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不能
忘却、不容否定的壮丽篇章，也是中国人民和
中华民族继往开来、奋勇前进的现实基础。

历史证明，“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多么不
容易”！这条道路的一端连着信念，一端连着
梦想。信念是根基，道路是途径，梦想是目
标。坚守信念，寻找道路，奔向梦想。在100年
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
人民，历尽千辛万苦，接力探索奋斗，跨过一道
又一道沟坎，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为中华民
族和世界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在一个政党、国家、民族的发展历程中，总
会发生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成为这个政党、
国家、民族的集体记忆。对有着百年历史的中
国共产党来说，这些重大事件、集体记忆，就是
百年党史这部“丰富生动的教科书”的点睛之
处和关键历史节点。

《文献中的百年党史》一书依据“几代中国
共产党人智慧的结晶”的党的重要文献，每年
以一件（组）珍稀文献（包括图片）为引，主要讲
述一个（组）重大党史事件，一份中国共产党、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100年选取
100个（组）重大事件，每个（组）重大事件既能
独立成篇，又特别注意大历史背景和后续结果
等相关延伸内容，这样前后接续，点面结合，串
联起中国共产党 100年奋斗历程，构成一部简
明百年党史。

在全书撰写过程中，我尤其注意把握这样
几个方面：

一是精准选定每个年份重大党史事件的
同时，注意利用原始档案文献和挖掘大事件中
生动的小细节来呈现。一方面，在每一年份叙
事主体的选择上，重大性和重要性是关键考
量；纵向还要统筹内容的全面性和丰富性问
题，注意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
建设以及国防和军队、“一国两制”和祖国统
一、党的建设等各方面。另一方面，竭力挖掘
使用第一手最新档案文献，如笔者亲赴俄罗斯
莫斯科五一村找到的中共六大珍贵文献，在四
川绵阳梓潼发现的邓稼先珍贵手记，以及大量
俄罗斯解密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有关档案
文献，涉及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和工农运动、
1936年西安事变、1937年十二月会议等；注意
典型事例和生动细节的刻画，包括北伐胜利进

军期间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内幕细节，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的艰难决策过程，1962年
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
邓小平、陈云的发言，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突
破原定议题引发的“一系列大是大非问题的讨
论”，1985年百万大裁军的国际国内背景等。

二是纵向体现党的历史大时段分期的同
时，注意全面反映党的不懈奋斗史、理论探索
史和自身建设史。一方面，在以历史文献引出
每年度的重大党史事件的同时，注意体现党的
历史分期，包括“1921诞生：中国共产党宣告成
立”“1949擘画新世界，建立新中国——开始社
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78十一届三中全
会伟大转折——开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新时期”“2012中共十八大和提出中
国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另
一方面，在体现党的不懈奋斗史的同时，注意
党的理论探索史和自身建设史的发展脉络。
理论探索史包括确立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党的指导
思想；党的建设史包括中共五大选举产生第一
个中央纪律检查监督机构、党的建设伟大工程
的提出、中共十六大新党章对党的性质两个

“先锋队”的新概括等。
三是努力做到大视野大格局大站位的同

时，注意讲述时代英模和普通人物的感人故
事。一方面，充分体现党的领导和中央决策部

署的引航作用。除以浓重笔墨展现党中央和
党的主要领导人的主要活动和历史贡献，还描
写了党的主要创始人革命先驱李大钊的英勇
就义、周恩来与亚非会议、刘少奇与八大政治
报告的起草、朱德与大生产运动、任弼时与《关
于增强党性的决定》、陈云与“一五”计划的编
制等。另一方面，深情展示体现民族精神的革
命英烈、时代英雄、先进模范和奋战在一线的
普通劳动人民的感人形象。如大革命时期选
举产生的首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革命英烈
王荷波，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湘江战役受伤被俘
后绞肠壮烈牺牲的34师师长陈树湘、狱中撰写
流芳千古的《可爱的中国》的方志敏，抗日战争
时期毅然砸枪跳崖的“狼牙山五壮士”、写下

“八女投江”壮丽篇章的冷云等 8 名年轻女战
士、“为人民利益而死”的张思德，解放战争时
期舍身炸敌暗堡的董存瑞，抗美援朝战争时期
身抱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杨根思、舍身堵
枪眼的黄继光、烈火中永生的邱少云、为抢救
落水朝鲜少年而壮烈牺牲的罗盛教，社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时期“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
拿下大油田”的王进喜、“甘当螺丝钉”的雷锋、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干惊天动地事，做
隐姓埋名人”的“两弹一星”元勋……天地英雄
气，千秋尚凛然。尊崇英雄，礼敬人民，理当是
一个国家和民族最基本的价值观，也是本书秉
持的一个基本价值理念。

需要说明的是，百年党史如此丰富，档案
文献如此浩瀚，在一部三十万文字的书中，要
控制篇幅，不可能说得面面俱到；还要历史脉
络清晰，线条流畅，做到大事要事不遗漏。说
得容易，做到难。有所取，必有所舍，有所详，
必有所略。但取舍详略，难免考虑不周。无论
是全书总体的把控，重大事件的选择，文献资
料的取舍等，肯定做得都还不够。但我以勤补
拙，倾情投入，尽己所能，反复打磨，力争写出
一部政治站位较高、重大史实准确，内容全面、
重点突出，角度新颖、鲜活生动的中国共产党
一百年奋斗简史。

“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正如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今天，我们回顾历史，不
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更不是为了躺在功
劳簿上、为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
口，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
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我们坚信，已走过
百年征程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必将承前启
后、继往开来，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再创新的辉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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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见证百年奋斗历程文献见证百年奋斗历程
□ 李 颖

党史专家李颖的最新力作《文献中的百年党史》
近期由学林出版社出版。该书依据“几代中国共产
党人智慧的结晶”的党的重要文献，每年以一件（组）
珍稀文献（包括图片）为引，100年选取 100个（组）重
大事件，全面反映党的不懈奋斗史、理论探索史和自
身建设史，着重讲述时代英雄和普通人物的感人故
事，点面结合，串联起中国共产党100年奋斗历程，构
成一部简明百年党史。

该书也是李颖与学林出版社继“2019中国好书”
《细节的力量：新中国的伟大实践》之后的再度合作。

为迎接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由中央党校及中国
国家博物馆专家团队特别从中国国家博物馆红色主题藏
品中精选365件最具代表性同时又极具故事性的文物，结
合相关党史文献和资料解读，以年代为序，以文物为纲，每
幅图片辅以短小精悍、生动有趣的百余字篇幅讲述文物背
后的故事与历史意义，通过极具现代视觉风格及审美趣味
的图文结合模式，完整地呈现并串联出中国共产党建党一
百周年的重要历史脉络及经典瞬间，进而构成一部形式别
样独特、内容独具一格的党史及建党一百周年特别读物与
纪念用品。

▲《党史年志：中国共产党
365个红色记忆》

《党史年志》编写组 编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征程波澜壮阔，，
百年初心历久弥坚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从从
本期开始本期开始，，本刊特设本刊特设““致敬致敬
百年荣光百年荣光””栏目栏目，，推出一批推出一批
思想性思想性、、艺术性艺术性、、可读性俱可读性俱
佳的精品图书佳的精品图书，，通过馥郁通过馥郁
书香喜迎中国共产党百年书香喜迎中国共产党百年
华诞华诞，，唱响礼赞新中国唱响礼赞新中国、、奋奋
斗新时代的昂扬旋律斗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开栏的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