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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的“简史”与意涵
□ 冉 昊

改革开放至今四十年，其重大
意义毋庸赘言，然而改革本身包罗
万象、内容繁多，如何牵住“牛鼻
子”？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撰写的
《中国共产党新时期简史》（以下简
称 《简史》），简明而系统地介绍了
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的历史进
程、基本内容与所取得的重要成就。

册小而容大
这本十余万字的小册子并不
“小”，它有这么几个特点：
记述提纲挈领。谈及改革开
放，上至国家的发展，下至每个人
的人生轨迹，影响不可谓不深。其
内容之庞杂，恐怕不是几本书能说
清楚的。如何能以最短时间、最快
速度、最有效方式把握改革开放的
基本要义？作为熟稔党史的专家，
中共党史研究室的同仁可谓信手拈
来，去粗取精、由表及里地把改革
开放的重大事件、重要文件和重点
人物高度精炼地概括出来，呈现在
大家面前，简明地把改革开放以来
的历史进程划分为：历史的伟大转
折与改革开放的起步、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与改革开放的全面展
开、改革走向深入与治理整顿的实
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与各项事业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迈向新世纪、进入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等六个部分。
阐述系统全面。对于改革开放
的重要成就，不少人往往关注于经
济领域，如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的实行、城市扩大企业自主权，
以及经济特区的创建等。加之学者
和媒体对这方面的介绍比较多，容
易让人们产生“以点带面”的认
识，认为改革开放的成就主要集中
在经济建设领域。而通过 《简史》
的介绍则会发现，除了经济体制改
革，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建设
领域、对外关系 （包括港澳与两岸
关系）、国防以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领域都持续取得新的成绩。例

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
作用，必须把准政治方向、政治立
场、政治定位、政治大局，坚持党
的领导不动摇，确保改革开放始终
沿着正确道路前进。
明确改革开放的道路就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简史》 清晰
全面地回顾了改革开放的历程与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之间的密
切关系。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在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长期
探索基础上，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
幕；1982 年党的十二大提出建设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由
此全面展开；1987 年党的十三大系
统阐述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的理论，改革开放由此走向深
入；1992 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邓小
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
全党的指导地位，改革开放进一步
推进；2002 年党的十六大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改革开放
进入了新世纪新阶段。改革开放四
十年的实践证明，只有把握好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政
治方向，才能确保改革开放的正确
方向。
必须以法治建设推动改革开
放。通过法治推动改革开放，有史
可依、有章可循。1982 年党的十二
大之后由全国人大主持修订了新宪
法，体现了新的历史时期顺应改革
开放的新时代要求，为改革开放和
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根本的法律保
障。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实践证明，
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发挥
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加强对相
关立法工作的协调，确保在法治轨
道上推进改革。实践证明行之有效
的改革成果，要及时上升为法律；
实践中条件还不成熟、需要先行先
试的，要按照法定程序作出授权。
只有把成熟的改革经验通过立法程
序上升为国家意志，才能以法治进
一步推动改革开放的深入。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
主义教研部副教授）

□阿迟邦崖

美学中的漫步与思考

银河边缘我们坐下观看

树

年就获得了双奖提名——人们前往
世界末日进行时间旅行，却发现每
个人所到的“末日”完全不同，读
者发现真正的世界末日在现实中早
已到来，只是人们习焉不察……
长篇连载栏目中，雷斯尼克选
择了丹尼尔·F·伽卢耶的 《黑暗宇
宙》，描写未来的后末日时代，失去
了视觉的人类在没有光明的地下洞
穴中匪夷所思的生活及寻找光明的
故事。
这也是我在全杂志中最喜欢的
一 部 作 品 。 这 部 作 品 出 版 于 1961
年，当时以一票之差失手雨果奖，
今天知道的人已经不太多了。今日
读来，仍给人以新奇的冲击。
相比之下，几篇近年的新作，
比如 《奇境》 和 《薛定谔的猫窝》，
讲述进入一个奇妙世界发生的故
事，虽然笔法细腻，讲得饶有趣
味，但在我看来，不免局促匠气，
逊色于早年大刀阔斧的凿空开辟。
不过在这一期中，以情感描写
见长的刘宇昆反而带来的篇幅虽短
却极为烧脑的 《果与因》，堪称构思
奇巧。
来自中国的作家带来了三篇风
格主题各异的中短篇故事。付强一
向痴迷于科幻推理，他的 《暗夜亡
灵》 是一部发生在宇宙空间中的本
格推理，甚至还在推理小说中给读
者下挑战书，解答也匪夷所思，令
人拍案；梁清散的 《济南的风筝》
通过对清末一起爆炸案的虚构“考
证”，勾勒出晚清许多人事悬案以及
背后一项被埋没的神奇发明，读来
恍惚间仿佛真有其事；李盆的 《零
故 事》 则 通 过 一 系 列 幻 想 的 高 概
念，将读者带入散文诗般的意境
……可以看出中文版的编选者对于
多元性的追求，而这种内在的丰富
多元，也意味着中国科幻已经孕育
了更多可能。

□宝

对科幻迷来说，“银河边缘”是
一个总能引起无限遐想的奇妙意象。
现实中的银河边缘并没有那么
神秘。我们的地球和太阳系，某种
意义上也位于“银河边缘”，虽然没
有边缘到最外围，但也远离光芒万
丈的银核星团和主要旋臂。
当我们仰望夜空的璀璨星河，
不免会惆怅地想到，自己的所在不
过是星辰寥落的宇宙边角。
或许有鉴于此，2013 年，美国
科幻名宿迈克·雷斯尼克创办了网络
杂志 《银河边缘》。5 年后，《银河
边缘》 被引进中国。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一本当代
西方科幻杂志在中国落地生根。
《银河边缘》 不是一本一般的幻
想杂志。雷斯尼克的编选方式别具
特色，一方面是大师的经典重温，
另一方面是新人新作。
这对中文版读者来说更具意
义，既能补上数十年间错失的杰
作，又能实时欣赏英美幻想界最新
的潮流。中文版还增添了“中国新
势力”一栏，刊登当代中国作家的
原创作品。
带着上述种种发散的思绪，我
一口气读完了中文版 《银河边缘》
第一辑 《奇境》。
第一篇主打之作，是已故的美
国 科 幻 名 宿 杰 克·威 廉 森 的 《束
手》，讲述了一个机器人失控乃至圈
禁人类的故事。
这部作品发表于 1947 年，还是
科幻的古典时代，却预言了大半个
世纪后人们所恐惧的“技术奇点”。
机器人并非单纯的邪恶反派，而是
严格遵照人类的意愿“保护”人
类，最终却导致了恐怖的后果，至
今读来深感悚惧，不失现实的警醒
意义。
罗伯特·西尔弗伯格的 《世界末
日之旅》 是另一篇名家名作，1973

如党的建设领域，从上世纪 70 年代
末恢复党的民主集中制、重新成立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到党的十二
大整顿党的组织和加强干部队伍建
设，尤其是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
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再
到党的十四大提出推进党的建设新
的伟大工程，以及党的十六大提出
在新世纪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
先进性建设的任务和要求，这一系
列举措都表明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共
在党的建设领域所进行的持续有效
的改革，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
提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表述精确明白。作为给党和国
家修著“官史”的权威，中央党史
研究室编著的 《简史》 在文字表述
上力求精确明白无误。例如，对于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
改革开放最早涉及的农村家庭联产
中共党史出版社
承包责任制，不少人为图简便，将
其等同于“包产到户”。而事实上，
当时农村实行了多种形式的生产责
究所得数据，而多是 《中国统计年
任制，既有“包产到户”，也有“包
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以及国家
部委相关研究数据，从而尽可能做
干到户”。两者的区别在于后者“更
到“言之可信”。
彻底、更简便”，即“舍去包产到户
中将劳动成果转换成‘工分’进行
分配的环节，农户将收成按规定直
篇短而意义深
接完成上交任务后，剩余部分全部
正因篇幅不大，读起来也可以
归己”。对于这样的细微差异，《简
史》 都做了细致的比较，概念表述 “一气呵成”，得出如下几点观感。
改革开放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十分精确。
详实可信。这本册子虽然短小 《简史》 对改革开放的系统论述破除
了改革开放重要成绩集中在经济建
精干，但并不意味着陈词滥调与空
洞无味。全书引用各种数据，使得
设领域的窠臼。不仅如此，我们更
应当认识到，改革开放自始至终是
论证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一是数据
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改革开放四
的原始性。通过脚注可知，书中所
十年至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正是
引数据具有“时代特性”，即哪个阶
段的数据，就引用哪个阶段的文
在党的领导下实现的。
正如邓小平同志 1979 年改革开
献。因而我们会发现论述上世纪 80
放拉开大幕之时所言：“在中国实现
年代改革开放阶段的，所引绝大部
分是当时的文献数据；论述党的十
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共产党的
五大以来进入新世纪改革开放阶段
领导。”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实践证
的，所引绝大部分是上世纪 90 年代
明，加强党对改革的领导，是艰巨
末和本世纪初的文献数据。再是数
复杂的改革工作得以顺利推进的根
据的可靠性。作为“官修”的 《简
本政治保证，是全面深化改革不断
史》，所引数据自然没有那些“旁门
向前推进的关键。全面深化改革、
野史”，或是作为“个体”的学者研
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必须充分发挥

民国传记热请降降温

刻纸留痕四十年 （一）

一 段 时 间 以 来 ，“ 民 国 范 儿 ”
颇受推崇，一度呈现了民国学术
热、民国教材热、名人传记热。
放眼出版业，围绕民国名人的
传记一出再出，不胜枚举，套用伟
人的那句“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
鱼”的诗句，真是“才读张恨水，
又闻张爱玲”。
据我的观察，像张爱玲、徐志
摩、张恨水、陆小曼、郁达夫、周
作人等有故事的民国名人，大都有
不下十几到几十种传记版本。
写这些传记的作家，有的身居
京城，有的生活在基层，有的是大
作家，也有的名不见经传。大批作
家不顾民国名人被写烂的事实，依
然不遗余力地推出民国名人的传
记，足见民国名人的魅力。
民国名人传记不是不可以写，
但目前出现的井喷式的传记热，实
在弊端多多。
一窝蜂去写民国名人传记，就
题材而言，选题并没有开疆拓土的
文化意义和学术价值。写这种传
记，资料的获得是比较轻松的，到
图书馆找来十几本同一名人传记，
进行所谓的“去伪存真，去粗取
精”，经过几个回合的挪腾辗转，
一本新的传记出笼了。
从文本上说，大多数没有多少
新的文学史料，不过是拾人牙慧，
充其量是故事的讲述方式和文字技
巧发生了些许变化，故事情节、掌
故依然是从旧的史料扒来的，并没
有超越前人或超越得不多。
民国去今不远，人们津津乐道
于“民国范儿”，希望多了解民国
名人的内心世界，这可以理解，但
凡事要有度。
更何况，关于民国的书写，很
多只是皮毛，甚至是梳妆打扮后的
历史。真正的历史本质和真相并没
有抓住。
出版机构应对那些一出再出的

□孙建清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历史性变化。悦读空
间版特推出“刻纸留痕四十年”栏目，通过文字紧扣图书出版，重
温我们走过的万水千山。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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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名人传记选题加以甄别，对确
有创新的可适当出版，并无多少新
意的传记则要谨慎，绝不迎合作家
的低层次创作。
当浪漫的怀旧文化四处弥漫
时，民国名人传记热度应该降降温
了！

国图展出“镇馆之宝”之 《永乐大典》
9 月 28 日，“旷世宏编 文献大成
——国家图书馆藏 《永乐大典》 文献
展”在国家典籍博物馆第一展厅开
展。
《永乐大典》 系典册渊薮、佚书
宝库，诸多佚文秘笈、典章制度赖以
流传后世。这部旷世宏编“合古今而
集大成”，远超前代所有类书，是国
家图书馆的四大专藏之一。但历经数
百年岁月的兵燹水火，这部成书于明
永乐之初、重录于嘉靖之末的大典正
本至今仍下落不明，副本更是星散飘
零 ， 百 存 一 二 。 原 11095 册 ， 22937
卷 （包含目录、凡例 60 卷） 的 《永
乐大典》 副本，截至 2017 年底仅发

现 400 余 册 800 余 卷 及 部 分 零 叶 存
世，总数不及原书的 4%。国家图书
馆共收藏有 《永乐大典》 224 册 （其
中 62 册现暂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占存世 《永乐大典》 的一半以上。
此次展出国图藏 《永乐大典》 12
册，各个时期 《永乐大典》 入藏国图
的档案、不同时期出版的 《永乐大
典》 影印本及海外收藏 《永乐大典》
影印本等，为公众勾勒这部大典飘摇
多舛的命运，国家典籍博物馆还特别
策划了“ 《永乐大典》 系列讲座”。
本次展览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展
览将持续至 2018 年底。
（小 章）

“美学”一词自打问世以来，就
为体道途径，为人生而艺术。
自带神秘性。
“以审美心胸从事现实事业”，正
潘 知 常 所 著 《中 国 美 学 精 神》， 是中国美学价值取向中最为深层的内
洋 洋 洒 洒 58 万 字 ， 从 “ 本 体 视 界 ” 容，也是美学发展的必然，同时也映
“价值取向”“心理定位”和“感性选
衬了陶渊明的美学思考，“对生命有
择”这四个角度，综合性解密中国美
限的彻悟，对生命无限的归复”。
学。
潘知常贯通艺术和美学，将中国
美学并非高不可攀，但足以阐释
美学的观点划分为言 （形式层） -象
生命的境界。看 《蒙娜丽莎》 和 《西
（再现层） -意 （表现层） -道 （意蕴
斯廷圣母》 中那甜美、悠然的微笑， 层） 四种层次，分别阐释了艺术存在
达芬奇和拉斐尔要赞美的不光是面上
的特殊形式，如诗歌的声辞，绘画的
的庄慈，更是发自人物内心的真善
笔墨为形式层；艺术之中的外在世
美。
界，由“形似”转向“神似”，庄子
中国美学讲究以慧心去挖掘寻
为个中翘楚，美在道而不在物；艺术
常，称为“采集不可见的东西之
之中的内在世界，由“言志”转向
蜜”，又多与“真”血脉相连。
“缘情”，寓情于景，崇尚意境，实现
孔子进一步强调人与人之间互相
了“意”与“象”的互联；最为深层
依存的社会性，认为世间和谐贵在非
的美感效应，所谓“味外之味有神
强制性的道德，唯有普及“仁”这个
韵”，即指此。清人方熏也在 《山静
既内在又超越的终极价值，含蓄体现
居画论》 中说：“气韵生动为第一要
了美学的使命。
义。”四种层次剖析精辟，既递进，
歌德视美为人类精神：“我深信
又熔融。
它就像太阳，用肉眼来看，它像是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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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去了，而实际上它永远不落、永远
讲到明中叶后的启蒙美学，新兴的
不停地照耀着。”
“趣味美学”取代了“意境美学”，弘
美学是一门庞杂的体系，博大精
彰“性灵”与“自我”，着力突出人
深，又见仁见智，没有真正的定论。
的感性情欲，开辟更适合容纳自身的
潘知常在书中说：“美学不是绝
理论格局。
对的真理，而是无穷的智慧。”相信
较之古典美学，启蒙美学突破了
这是最本质的回答了。
中和原则，开创了以情为本的创作之
维特根斯坦也有过论言：“早期
风，提倡自然美和朴素美。当然它也
的文化将变成一堆瓦砾，最后变成一
存在致命的局限性，如把势利心、富
堆灰土。但精神将萦绕着灰土。”可
贵心以及“认欲为理”说成是人类的
谓异曲同工。
本性，一度造成审美标准的混乱。
该书以“关于生命的存在与超
美学是尚未被规定的存在，没有
越”为论述角度。其中第二篇 《中国
哪个学者可以真正穷尽谜底，这是不
美学的价值取向》，从艺术观出发讲
幸也是大幸。它永远向未来敞开，期
“物物而不物于物”。艺术与非艺术并
待后人的理解与演进。
无鲜明界限，世间一切皆可为诗画。
潘知常认为，对待美学要还以本
中国艺术的本体自觉始于魏晋。
来面目，不能“照着讲”，而要“接
以陶渊明及其文学作品、美学观
着讲”，像不断逐日的夸父，与它一
为例，他不为五斗米折腰，决然归隐
同漫步，一起思考，才能使中国美学
田园，爱艺术却不唯艺术，只是以之
走向澄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