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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书者智
正 楷

读书， 对于一个人的成长进步很重要。
“我最大的爱好是读书。”众所周知，自幼年始，习近

平总书记就爱读书，留下不少佳话。他当知青时，为了借
来一本《浮士德》，走了30里山路。爱书之情可见一斑。

在他看来，读书的好处很多，如获取信息、增长知
识、开阔视野，陶冶性情、培养和提升思维能力等等。尤
其对领导干部来说，读书学习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工
作水平和领导水平。为此，习近平要求领导干部要爱读
书、读好书、善读书。

既然要“读好书”，那么，哪些书是“好书”呢？古今
中外，有个最简单的衡量标准——经典。而经典书籍汗牛
充栋，如何再做筛选？在古今中外经典的海洋中，习近平
总书记读过、引用过、提到过、关注过、办公室书架上的
经典书籍，尤为值得关注。

阅读《摆脱贫困》《之江新语》《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著作，并梳理总书记十八大以来公
开讲话，不难发现，总书记读过、提到过、关注过、书架
上的经典书籍数量众多。

这些经典，不只包括马克思经典著作，唐宋八大家文
章、元曲、明清小说等中华优秀文化经典，还包括俄、
法、德、英、美等国经典；不止文学，还包括历史、哲
学、法律、政治、科学等各个领域。

这些经典书籍，其智慧光芒穿透历史，思想价值跨越
时空，历久弥新，它们影响了亿万人。

古人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演绎一下，“近书者
智”。靠近经典书籍，就靠近了智慧。

5月 4日，纪念
马克思诞辰200周年
大会上的讲话中，
习近平总书记提到
多部马克思经典著
作。他熟稔这些篇
目，就像熟悉老朋
友。

习近平“最大
的爱好是读书”。据
本报检索公开资料
发现，从在陕北当
知青，到成为中国
最高领导人，从梁
家河窑洞灯光下读
书，到中南海办公
室 藏 书 ， 40 余 年
来，习近平的书单
中，马克思经典著
作始终是一个重要
类别。

不止读，他还
撰写学习体会并向
干部推荐。

时光：从梁家河到中南海

2017年夏天，中央党校召开的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出
版座谈会上，作家曹谷溪提到一个细节。

“在土窑洞里的煤油灯下，每天他 （习近平） 都要读书到深
夜。据我所知，上大学前，他就三遍通读《资本论》，写了厚厚的
18本读书笔记！”

雷平生，北京知青，梁家河插队时，曾与习近平住同一孔窑
洞。接受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采访组采访时，他介绍了习
近平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不少故事。

“近平每次去‘五七’干校探亲或外出，总能带回来一些新
书。有一次，他带回来厚厚一本郭大力和王亚南翻译的 《资本
论》，躺在炕上专注地阅读。过后，他对我议论起这部著作。他谈
了很多关于 《资本论》 不同版本沿革的知识，并说 《资本论》 的
翻译版本研究很重要，他特别推崇郭大力和王亚南这个译本。”

“前不久，我在电视上看到近平在一个场合讲解辩证唯物主
义，讲到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当年在窑洞里近平学习辩
证法的时候，也曾谈起过这个问题，即不要把辩证法简单化。”

陈增光，曾在福建宁德与习近平共事。接受 《福建日报》 采
访时，他回忆说，习近平在宁德工作时，最大的爱好是读书学
习，读书学习已成为他的一种生活方式。他特别喜欢看马克思主
义原著，看毛泽东、邓小平的著作。

在《摆脱贫困》一书中，习近平多次引用《资本论》《〈政治
经济学批判〉序言》《共产党宣言》等书籍和文章观点。

《之江新语》《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是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思
考的结晶。这两本书，同样多处谈到马克思的著作和观点。

去年12月31日，习近平发表2018年新年贺词之后，学习小组
微信公号刊发的一篇文章介绍他办公室书架的书。其中谈到，这
些书“第一类是马列著作及重要文献汇编，摆在了身后触手可及
之处，想必是习近平每日必读的‘案头书’。”

无论是在梁家河插队，在地方工作，还是到了中央，习近平
一直坚持学习阐释导读马克思经典，深远深刻影响着其治国理政
的经韬纬略。

经典：从《共产党宣言》到《资本论》

马克思有很多经典著作，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
会上，提到了 5 部马克思经典，它们分别是：《德意志意识形态》

《共产党宣言》《资本论》《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哥达纲领
批判》。

据公开资料，他还关注其他多部马克思经典。如 《〈政治经
济学批判〉 序言》《〈政治经济学批判〉 导言》《关于费尔巴哈的
提纲》，等等。

这些马克思经典著作，涵盖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
科学社会主义等思想内容，对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具有重要指导
启示意义。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在1845年合作撰写，第
一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标志着唯物史观
的创立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成熟。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合作撰写，是马克
思主义诞生的标志，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具有
国际性的著作”，也是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第一部“完备的理
论和实践的党纲”。

《资本论》于1867年问世，是马克思花费时间最长、着力最多的
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也是马克思主义最厚重、最丰富的著作，全面
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及危机特征，从理论的逻辑证明了历

史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
《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是马克思17岁时写的一篇高中作

文，生动展现马克思从小就树立了胸怀崇高理想、为人类解放不
懈奋斗的人生目的，折射马克思无与伦比的人生境界。

《哥达纲领批判》写于1875年，是科学社会主义最重要的纲领
性文献，是对机会主义进行不调和斗争的典范。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是马克思为他在1858年11月—
1859 年 1 月写成的 《政治经济学批判》 第一分册所写的序言。这
篇序言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和独立的科学意义，它揭示了人类社
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人类社会形态演进的一般进程，论证了旧的
社会形态为新的更高的社会形态所取代的历史法则。

《〈政治经济学批判〉 导言》 是马克思全部政治经济学著作
的总导言，详细阐述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和方法，分析了生
产、分配、交换、消费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考察了经济基础和
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学懂学通 《〈政治经济学批
判〉导言》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义十分有益。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马克思在1845年写的笔记，恩格斯
称它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在这 “十
一条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有许多经典论述，例如，“哲学家
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等等。

研究：从撰文解读到推荐学习

习近平不仅学习马克思经典，还撰文解读，更向党员干部推
荐并要求他们学习马克思经典著作。

在福建工作时期，习近平发表过多篇学习解读马克思经典著
作的论文。

如，1997 年，习近平在 《福建论坛 （经济社会版）》 第 1 期
发表了“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时代意义”。

文章从《序言》中阐明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序言》原
理对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现实指导意义、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和
建设的伟大实践对 《序言》 原理的突破与创新、运用 《序言》 原
理指导改革开放实践应注意正确处理的几个关系等四个方面进行
阐释解读。

2001 年，习近平在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校报》 第 9 期发表了
“略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时代意义”。

文章从马克思在 《提纲》 中宣示的辩证唯物主义主要原理、
《提纲》原理对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重大指导意义、在社会主义
改革和建设中运用 《提纲》 原理指导实践应注意处理好的几个重
要关系等三方面进行阐释解读。

到了中央领导岗位之后，习近平多次向党员干部推荐和要求
阅读马克思经典著作。

他2009年在中央党校讲 《领导干部要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
他指出，领导干部在研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的同时，
要追根溯源，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认真学
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

他2011年在中央党校向领导干部推荐可以精读 《马克思恩格
斯文集》 中的代表性篇目。有 《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
判〉序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还要求有条件的领导干
部，要读读《资本论》。

十八大后，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中，他强调，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原原本本学习和
研读经典著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坚定
理想信念，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提高战略思维能力、综合决策能力、
驾驭全局能力，团结带领人民不断书写改革开放历史新篇章。

怎么学？“学习不是背教条、背语录，而是要用以解决实际问
题。”

价值：从基本原理到解决问题

学习马克思经典著作的价值，最重要的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立
场观点方法，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我们党执政和国家
治理过程中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最终落到解决问题上。

习近平2011年在中央党校指出，“相对于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
所作的个别理论判断和具体结论而言，基本原理是对更为广阔时
空领域的事物本质和发展规律的概括，对于人们的实践活动具有
更为普遍和根本的指导意义。”

在2016年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他再次强调，“坚持
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贯穿其中的
立场、观点、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

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实践、科学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开放
的理论体系，它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
习近平关于学习马克思经典的价值的论述，深刻揭示了马克思经
典著作和马克思主义的“行动指南”作用。

事实上，马克思及其经典著作不可能对一百多年后的社会主
义具体样式和具体实践作出明晰规定，它提供的是一套价值体
系，一套意识形态，而不是具体的制度框架和政治机构。更重要
的，社会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实践的变化、时代的变
化而不断变化，只是内在机理不变。

正如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所强调，“社会
主义并没有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套路，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
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
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这或许
也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唯独在中国产生如此之大的效应和影响的
根本原因。

传承：从普遍原理到21世纪马克思主义

跟着习近平学马克思经典著作，除学这些经典之外，更要把
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当代
中国马克思主义学习好、研究好、宣传好、贯彻好。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理论总结。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党和国家事业
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从实践上生动诠释和展示了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强大理论力量和精神力量。

在这一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
广、越走越顺畅，社会主义“中国之治”与资本主义“西方之
乱”形成鲜明对比，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前所未
有的强大生机活力。

这一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
出许多原创性理论贡献。这一思想既坚持了“老祖宗”，又谱写了
新篇章，为马克思主义注入新鲜的时代内涵和实践内涵，是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
主义。坚持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坚
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这一思想破解了社会主义进程的一个历史难题，即如何坚持
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谱写了世界社会主义500年来最华彩的篇
章。

分析者普遍认为，正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使马克思主义研究实现前所未有的“从西方向东方转移”，使
社会主义之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优势、制度优势获得前所未有
的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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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达纲领批判》

马克思做的注释

《共产党宣言》最早的中文译本《共产党宣言》最早的中文译本

《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汉堡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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