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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过去，解释当下，回答未来。”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由《经济观察报》研
究院院长焦新望主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等著的《40年改变
中国：经济学大家谈改革开放》一书今年8月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发行。该文
集通过高尚全、张维迎、许善达、魏礼群、刘胜军、许小年、刘世锦、巴曙松、郑新立等
四十余位亲历者、推动者、高层智囊，重新检视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所走过的道路，
以新的视角探讨了新时代的改革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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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无边无际中
适可而止

□ 武 歆

书里书外书里书外

对于正处创作旺盛期的陆春祥来说，集结作
品出版似乎不是一件很难的事，难的是每部新作
他都能呈现一种新意，无论是在叙事策略还是在
时代思考上，陆春祥的作品总能持续不断地带给
读者惊喜。最近推出的新作《而已》便是一部颇
有新意的杂文随笔之作。

《而已》一书的原名叫《柏拉图的斧子》，为什
么要舍弃那个更加玄奥、刺激的“洋书名”？作者
是这样解释的，他写作杂文随笔集的目的，是为
了更好的呈现杂文随笔的真实要义，因为无论怎
样，杂文随笔的宗旨就是应该关注现实、关注日
常，在细微之处生发人生哲理。按照这样的理
解，《而已》这个书名——按照词典解释，是罢了、
如此之意，用在陈述的句末——与书中文章的叙
述特点倒是极为贴切。

陆春祥杂文随笔的最大特点，就是把许多日
常生活小事加以阐述、联想，然后强劲地挖掘其
精神内涵，而且始终关照当下的现实。但他的阐
述不是没来由的，而是来自他每年数十万字甚至
近百万字的“阅读笔记”；在前人的观点上他继续
阐释自己的观点，但绝不生搬硬造，而是巧妙地
与当下现实紧密相连，文字虽短，却总是让人掩
卷而思。

《而已》共五辑，分别为“杂草的故事”、“努力
地吃出毛病”“显贵转了四个弯”“小学五年级”以
及“在饥渴中奔跑”。共近 70篇的精妙之文依旧
保持着以往“说事、议人、写己”的固有特点，但又
有更加新鲜特点注入，那就是先前已经提到的叙
事特点——在无边无际的联想中，总是适可而止
并且加以凝练总结、回味无穷。

是的，陆春祥的杂文随笔写作异常广阔，
犹如大海航行，几乎看不到海岸线的边际，总
是一个波浪过去又一个波浪打过来，连绵不绝

得不知道他的“联想”何时终止；但又绝非永远
联想下去，他总是在特别恰当的时候，悄然之
中戛然而止，而所有的思想总结、精神归纳，已
经跃然纸上，似乎已经不需要再赘述了，就像

“而已”那样，于怅然之中呼出一句“不过这样
罢了”。

例如第一辑中的第一篇《杂草的故事》，作
者先是引用英国博物学家梅比的“杂草的故事”，
草就是草，但梅比对于那些“知名的草”却有一种
莫名的崇拜；随后笔锋一转，又转到古罗马的哲
学家阿普列尤斯，讲起了“艾草”，悬挂于门上而
使宅第不被人为破坏的“功能”；紧接着又引到狗
的身上……最后又说起茫茫人海中的陌生人，之
所以“陌生”，则是因为我们不认识他们。

文章结束了，但是任何阅读者都会在“莫名
其妙”中，情不自禁地重新回溯而去，肯定会认真
的思考：我们对那些不认识的草呢？已经认识的
艾草“功能”如此重要，那么我们还有多少不认识
的“重要的草”呢？草又代表什么？“草、狗、人”之
间又有怎样的隐秘联系？作者为什么会把这三
件事物放在一起？作者想要阐述什么？

生活中总是笑呵呵的陆春祥，在杂文随笔的
写作中，心中却始终埋伏着一个“诡异的视角”和
一把“森冷的弓箭”，读者只要找到这个视角并且
跟随弓箭穿透过去，你就会看到、思索到一个沉
重而又复杂的大千世界——沉甸甸的带着撕裂
之后的血丝。

陆春祥没有走“匕首投枪解剖刀”的杂文随
笔路线，但他同样理智地书写“残酷和无情”，书
写“无知与蒙昧”，书写“深刻与坚韧”。所以他才
有了那样的铮铮宣言——“文章的血性，可以通
过巧妙的方式来表达它的张力”。

《而已》给“而已”，注入了新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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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荏苒，中国改革开放已经到了
第四十个年头，四十年内，体制调整、制
度创新、激发动力、释放活力，中国的改
革开放走过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历程，成
就了一场堪称伟大的革命，取得了举世
瞩目的成就。

站在不惑这一节点上，回望来路，
总结得失。《40 年改变中国——经济学
大家谈改革开放》一书中，40 余位经济
界大家从不同领域对改革历程进行梳
理和回顾，有对峥嵘岁月满怀深情的追
忆，有对过往经验和关键问题的深入分
析和解读，有对进一步深化改革的理论
探索和系统研究，全面地展现了改革开
放如何指引中国这艘航船行稳致远的
美丽画卷。全书涵盖市场化改革、发展
与转型、三农及城市化、行政体制改革、
金融改革、对外开放、专项改革等方面
内容，生动地勾勒和证明了“改革开放
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是实
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

什么是“中国模式”？是改革开放
缔造了“中国模式”？还是“中国模式”

成就了改革开放？经济学家许小年认
为，“中国模式”分为两种：改革开放头
20 年主要是通过提高资源的配置和利
用效率驱动经济增长，而后20年通过增
加资源投入来拉动经济。

两种“中国模式”，两相比较，归根
结蒂还是要持续进行体制性改革和制
度创新，减少政府的干预，让市场机制
和民间的创造力自由发挥。改革开放
的持续深入，更要坚持市场化的方向，
坚定不移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
决定性作用”。同时，也要遵循结构转
型和经济发展规律，实施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推动经济增长新旧动能的转换，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向“质量”、“效益”方
面的转型，而科技创新正是穿越周期的
供给侧动能。

企业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
体，在改革开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书中回顾了国有企业领导体制历
经的曲折探索和变动：从新中国成立初
期的苏联一长制模式到党委领导下的
厂长负责制再到厂长负责制。而这一
系列的演变都需要认真分析，总结经
验，在改革中不断完善。如今，如何处
理政企关系、党企关系、分寸如何拿捏，
仍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一道考题，而回
顾企业领导体制的改革历程，对进一步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是有意义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全面深
化改革，就要激发市场蕴藏的活力。市
场活力来自于人，特别是来自于企业
家，来自于企业家精神。”在改革开放的
伟业中，企业家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阶
层担负着重要使命。当前亟须着力营

造法治、透明、公平的体制政策环境和
社会舆论环境，打破各种不平等待遇、
破除各类限制和歧视、营造公平竞争的
市场环境和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的法
律环境，保护企业家精神，尤其要稳定
民营企业家信心，壮大企业家阶层，进
一步激发干事创业的精神。

改革开放40年来的减贫努力，使数
亿中国人甩掉了贫困帽子，深刻地改变
了农村的面貌，收获了可为其他发展中
国家所借鉴的成功经验。复旦大学教
授韦森认为，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和扶
贫的成功是过去多年中国制度变迁的
结果，在于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的系
统改革。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精准扶贫，
靶向多年减贫工作剩下的“硬骨头”“大
难题”，是进一步削减贫困、实现城乡一
体化和从全面小康到共同富裕理想的
一场攻坚战役。势必要建立稳定长效
的机制，创新扶贫方式，继续为攻克贫
困贡献“中国良方”。

汇率改革、人民币国际化、金融行
业和金融市场的开放，40 年以来，我国
的金融行业从无到有，历经一段不平凡
的发展历程，竞争力逐渐增强，我国至
今已初步构建了较为完备的金融体系，
金融业的不断创新带来了更高的资源
配置效率和更广的资源配置范围，有力
地支撑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国家外
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原司长管涛回顾
了他所亲历的 1994 年外汇管理体制改
革，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巴曙
松在书中勾勒了人民币国际化之路。

然而，金融业内生不稳定的威胁仍
然存在，放眼全局，更需要我们抱之以

冷静与谦卑的态度，坚持“稳中有进”，
回归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推进金
融行业的严监管，坚守不发生系统性风
险的底线。

40年来，我国坚定走开放型经济发
展道路，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从加
入世界贸易组织到共建“一带一路”，对
外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也日渐成熟。
放宽市场准入，扩大市场开放，构建良
好的营商环境，坚持合作共赢，积极拥
抱并参与全球化，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
提供动能，提升了产业的竞争力，也促
进了经济体制的转型。尽管伴随着复
杂的矛盾和风险，可以预见，中国开放
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而中
国更高标准的对外开放也将为世界经
济发展带来更大的机遇。

社会保障事业直接关乎人民切身
利益，惠及亿万群众，社会保险制度的
诞生与发展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从
1980年代中期地方试点开始，经过近40
年的发展，我国已构建了多层次社会保
障体系的雏形，实现了全民医保，初步
建立了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医疗保障
制度，社会安全网基本建立。社会保障
专家郑秉文对我国社会保障 40 年的历
程进行了深刻解读，对现代社会保障改
革的取向进行展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开放只有
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把改革开放进行
到底，我们必须在“知”和“行”两方继续
探索和发力，以此文集纪念改革开放40
周年，对于进一步凝聚改革共识，在一
个更高的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无疑具
有一定的意义。

探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探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
□□ 周周 磊磊

《40 年改变中国——经济学大家
谈改革开放》
焦新望 主编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8年8月

我从小就对书格外钟情。那
些散发着墨香的书，就像风光无限
的丛林，吸引着我探寻追索。时光
匆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从乡
间的田埂上走入城市的楼群，我的
生活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
风景离我远去，很多人也离我远
去。唯一不曾离开我的，是书。

书香伴流年，岁月如花开。
有书相伴的日子，美丽而丰盈。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
相亲。”真是这样。有书在身边，
就像多了一位可遇而不可求的
人生知己，让你无比庆幸和珍
惜。每每得到一本自己喜欢的
书，我会在心里对自己说：“得
之，我幸。”读书，是在和许多美
好的灵魂对话。读书时，常常有
高山流水遇知音的共鸣，那是一
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美妙滋
味，才下眉头，又上心头。“饭可
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
书不可以一日不读。”与书相守，
每一个日子都开成一朵花，馨香
为伴，香远益清。读书带给我的
不仅是一时的愉悦，而且是更为
深远的影响。

书香伴流年，心灵如明镜。
古人云：“书犹药也，善读可以医
愚。”读书可以获取知识，让人摆
脱愚昧。我一直认为，读书更重
要的作用是让我们学会怎样面
对生活。

多年里，我经历过人生的低
谷，也曾陷入生活的困境。绝望
时，觉得天空都是暗的。那时
候，心灵像一所黑房子，没有出
口。深夜里，卸下所有的负累，
捧起一本书来读。读着读着，忽

觉心灵之窗豁然而开。
原来，黑暗之后是光明，绝

境之后是坦途。于是，重新抖擞
精神，迎接新的黎明。人生得意
时，很容易忘形，周围人的鲜花
和掌声让你忘乎所以。只有书
这位老友会诚恳地提醒你，别忘
了自己是谁。每晚临睡前，与书
对话，书会告诉你，人要学会不
以物喜，不以己悲。

书香伴流年，人生厚重如
书。人生有限，有很多未知的领
域我们无法涉足，有很多精彩的
生活我们无法体验。但是，读书
跨越时空，让我们的人生版图得
到扩张延伸，还可以让我们与更
多的人心灵相通。

读一本好书，就像交了一个
益友，如同与一个高尚的人谈
话，能够带给你丰厚的财富。有
人说，不读书的人充其量只能活
一辈子，而读书的人可以活三辈
子：过去、现在、未来。

我以为，读书不能带着功利
性。那些“学而优则仕”“书中自
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
想法，会让读书变得兴味索然。
读书应该像陶渊明一样，随心所
欲，“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读
书要乐在其中。

清代名士张心斋说：“少年
读书，如隙中窥月；中年读书，如
庭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
月。”读到的书，在人生的每个阶
段都会有不同的感悟。

我相信，等我老了，头白了，
颤颤巍巍的手里，一定还会握着
一本书。嗅到书香，我无比幸福
和满足。

在我的书房里，珍藏着满满一箱连环画，与它们朝夕相
伴，让我体验到许多快乐。

连环画又称小人书，但我们更习惯叫它“娃娃书”，觉得
这应该是娃娃们的读物。它们有的厚，有的薄，有单行本，
也有连续本。小时候，镇上的供销社有个文具柜台，会经常
摆出一些新到的连环画，于是每天上学、放学时，我都喜欢
绕行十来分钟的路到那里转悠一番。

看连环画，父母是反对的，担心我看这些“闲书”会影响
学习。所以每次买连环画，都是去找做皮匠的爷爷求援，还
有就是拣破烂、挖半夏、寻知了壳来筹集资金。

那时候玩具少，是连环画陪伴我度过了童年时光。每
当供销社又到了连环画，我的心里就像猫抓似的急不可耐，
唯恐去迟了，连环画“脱销”。每次找爷爷要钱，我都是使用
肢体语言，伸出几个指头，爷爷便会浮现出一脸慈祥的笑
意，忙不迭地从口袋里掏钱。末了，总会摸摸我的小脑袋添
上一句：“又买娃娃书吧！可别忘了搞好学习啊！”

拿到钱，便迫不及待地往供销社跑，直到营业员在书
的底页盖上供销社销售章递给我，一颗躁动的心才会踏
实下来。

有一次，爷爷因为肾结石开刀，住进了县城医院，恰好
这时新到了一批连环画。没有了爷爷的经济支援，我只好
眼巴巴地看着它们被别人买走。那时，只要一看到有同学
在看新买的连环画，我就过去套近乎，甚至用帮他们写作业
的方式借书看。

我最爱看的小人书是战争题材的，如《南征北战》《侦察
兵》《智取威虎山》等，百看不厌。还有《三国演义》《水浒传》

《红楼梦》《西游记》等多集的成套连环画，都是我的最爱。
识字不多的爷爷也是极喜欢看连环画的，闲暇时，爷爷戴上
老花镜，津津有味地翻看着连环画，每到这时，我就成了爷
爷的“讲解员”。

等到上初中时，家里的连环画已装满了一只大木箱，我
将它们宝贝似的藏在阁楼上，还挂上了一把弹子锁。我对
连环画一直是极爱惜的，有的封面破损了，我就用浆糊和白
纸将破损处粘好；如果有脱线的，就找爷爷用针线牢牢地缝
起来。

后来爷爷上了年纪，不再做皮匠活，在小镇上摆了个租
书摊，我的连环画又派上了用场。爷爷的租书摊设在小巷
临街的地方，爷爷专门做了一个能拆卸的竹制书架，拉上一
根根绳子，将那些编了号的连环画一本本插在绳子上。光
顾爷爷的连环画摊的大多是少年儿童，偶尔也有年轻人和
上了岁数的老人。老槐树的浓荫里，他们或坐或蹲，形成一
道充满书香的风景。

前些时，在报纸上看到一家博物馆举办连环画展览的
消息，禁不住童心忽萌，有了去看看的冲动。星期天，不顾
老伴“都一把年纪了还去看小人书”的劝阻，我坐了二十几
站路的公交车赶到那家博物馆，一看到大楼外面印着多本
连环画的巨幅广告，一股怀旧的思绪顿时涌上心头。这是
一场开放式的展览，一本本连环画摆放在展厅里的长桌上，
很多人带着小孩子驻足流连，特别是有些上了年纪的观众，
坐在桌旁的椅子上，津津有味地翻看着连环画，神情专注，
好像在回味那些流逝的时光。那天，我在博物馆足足待了
一天，也不知看了多少本连环画，许多还是小时候看过的版
本，直到博物馆闭馆的铃声响起，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如今我虽年过半百，已少了一份少年时代对连环画的
痴迷，没想到遗传发挥了功效，年仅5岁的孙女特别爱看连
环画。在繁忙的工作、生活之余，偶尔打开装满连环画的木
箱，便如同打开了尘封的记忆，爷爷的音容笑貌，童年的稚
趣，一下子涌上心头。

书香伴流年
□ 马亚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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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名指》
李 陀 著
中信出版集团
2018年8月

这套书本着“通过阅读经典，
读出自己，打开自我，获得智慧”的
本心，甄选经典底本展示原文，再
配以白话的译文，最后再遴选中外
典籍，汇注思想源流，为我们，获得
轻松阅读体验的同时，正确学习古
人的修身处事的要义，以及先哲们
的处世的智慧。

从某种意义上说，此套书是让
古今中外的经典作家在书中聚会，
既是经典的复调、多声部的发现，又
是读者的嘉年华，是话语的狂欢。

《我们的经典》
余世存、李克 主编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8年7月

文学界的天才捕手，电影界的
理论导师，批评界的先锋教父——
李陀，重新定义小说的长篇力作。

这是一部从心理医生的视角
探测世界的小说。海归心理学博
士杨博奇，为了从“内部”理解人的
秘密，回国后在北京以心理医生为
业。一夜暴富的老板金兆山、蝇营
狗苟的公务员王颐、为不会说黄段
子而苦恼的白领胡大乐、最终选择
出家的“爱因斯坦＋林徽因”奇女
子苒苒……“病人们”一一登场，他
们与杨博奇在各不相同的领域
——反复突进却又无从逾越，在漂
浮的都市，他们能否寻找到生活的
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