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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成就，不仅来
自于中央锐意进取、从顶层设计出发
的不凡，同样也离不开地方的实践探
索与创新。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

《改革开放实录》，正是中央党史研究
室从2013年起，组织全国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以及副省级城市党史部门
共同开展的课题研究。

不同于一般改革开放史的编年体
方法，《改革开放实录》 采取专题形
式，主要围绕各个地方最具特色的重
大事件和重大成就撰写。每个专题都
以翔实史料为基础，反映改革开放以
来这些事件和成就的来龙去脉、前因
后果及经验启示。这套丛书逐年汇编
专题研究成果并出版，并在2018年改
革开放四十年之际形成整装系列丛

书。最新出版的便是这套四卷本的
《改革开放实录》第二辑。

深圳特区成败大讨论

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短短几
十年，深圳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国
际化大都市，是改革开放带来地方发
展活力的一个缩影。今天评价深圳的
发展历程，理所应当都是正面和积极
的。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改革开放
初期，党内外出现过关于兴办经济特
区有无马克思主义理论根据、经济特
区是不是会变成新的“租界”乃至深
圳特区是不是会失败的大讨论。

经历了改革开放之初的迅猛发
展，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中央
和广东省经济政策的调整，如压缩信
贷、控制外汇和实施进出口许可等政
策的实施，深圳的商业发展出现了一
定程度的不景气。一时间，“特区试
验失败了”的言论甚嚣尘上。在一片
犹疑与质疑声中，一个代表性的问题
是：中国办特区的黄金时代是不是已

经过去了？由于当时国际上出口加工
区处境普遍困难，一些人对我国的特
区尤其是深圳特区的发展前景产生了
怀疑。

在这个关键时刻，时任国务委员
的谷牧同志代表中央表示：“我们有
辽阔的后方作依托，有十亿人口的国
内市场可周旋，这一些统统是外国的
经济特区所没有的。因此，不能说世
界上特区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我
们的特区就办不好了。”可以说，这
是中央对办好深圳特区坚定信心的表
态，也是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坚定信
念的表态。

1987年，深圳出口创汇跃居全国
前10名。也是从这一年开始，中央大
幅调高了深圳上缴财政收入和外汇收

入的指标。
1988 年 6 月，邓小平说“要在内

地造几个香港”，这等于是从中央层
面对深圳特区的发展给予了肯定。

可以说，这场关于经济特区成败
的大讨论，体现了深圳作为改革开放

的先锋，在改革开放大背景下思想交
锋辩难、政府广开言路察纳雅言的典
范。而这正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最可宝
贵的精神财富之一。

贵州扶贫开发当先锋

改革开放四十年不仅给沿海地区
发展带来契机，也同样使西部相对落
后地区“旧貌换新颜”。人均 GDP 曾
长期居于全国末位的贵州解放思想，
在扶贫开发方面闯出了新的路子。

贵州是全国较早探索党建扶贫模
式的省份。当前全国各级机关都派遣
驻村干部扶贫，殊不知，早在 1986
年，贵州省委率先决定从省、地州
市、县机关选派干部组建第一批农村
扶贫工作队进驻贫困县乡，与基层党
委、党支部合作，加强基层党组织建
设，帮助当地脱贫。当年派遣扶贫工
作队并非流于形式，而是有非常具体
的规定，比如驻村干部一年一轮换，
换人不换点等。通过经年累月的党建
驻村扶贫，截至2010年，贵州从省内
各级机关累计选派 1.8 万名干部驻
村，这其中包括了 550 名厅局级干
部，组建了 6440 支党建扶贫工作队，
分赴 50 个贫困县 5486 个一类贫困村，
实现了党建扶贫的“点面”结合。

贵州也是全国首先提出“旅游扶
贫”理念的省份。针对贵州经济发展
水平相对滞后，而旅游生态资源较为
丰富的特点，贵州省 1991 年提出了

“旅游扶贫”，通过发展旅游带动贫困
地区脱贫致富。20多年来，贵州逐步
在民族村开展民俗游，并把它与农业
观光、城郊农家乐、户外野营等方式
结合，使贵州乡村旅游产业成为经济
支柱产业之一。现在，贵州开展乡村
旅游的自然村寨超过了3000个，带动
了贫困群众的脱贫摘帽。

贵州还是全国较早展开异地搬迁
扶贫的省份。这并非因为贵州人思想

有多么超前，更多是出于生存所需。
贵州绝大部分贫困人口分布在深山
区、石山区、高寒山区，再加上特殊
的石漠化地质特点，在这些地方采用
传统扶贫方式很难取得明显的效果，
只有打破常规，采用异地扶贫开发。
从1996年起，贵州用了15年时间，在
全省 50 个贫困县实施异地搬迁扶贫，
共搬迁和安置贫困户 19.2万户、贫困
人口50.73万人。

如今，精准脱贫已成为中央提出
的全面决胜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
一，党建扶贫、旅游扶贫和异地搬迁
扶贫等扶贫模式也在全国各地展开。

全国支持西藏发展的战略

改革开放也促进了民族边疆地区
的蓬勃发展。改革开放至今，中央先
后 6 次召开西藏工作座谈会，就特定
历史时期的西藏工作进行认真总结和
周密部署，出台一系列特殊政策和优
惠措施，推动西藏各项事业全面进
步。如1980年确立中央对西藏的援助
和特殊政策、1984年开展全国性援藏
工作、1994年中央正式作出“对口援
藏”决策、2001年实现对口支援西藏
全覆盖、2010 年对西藏和 4 省藏区发
展全面部署以及2015年开启新时代西
藏发展新篇章，为西藏实现跨越式发
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所形成的全
国支持西藏发展的格局，是中央立足
党和国家战略全局，着眼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维护祖国统
一和民族团结，促进边疆民族地区安
定团结和社会稳定，统筹区域协调发
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的一项重
大战略部署。这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
中央治藏方略的丰富和发展，让古老
而神奇的雪域高原焕发无限生机，把
西藏与内陆的发展紧密连成一体，为
西藏持续快速发展、社会和谐稳定提
供了有力支撑，并将为西藏未来的腾
飞创造崭新的历史局面。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
主义教研部副教授）

最近走进书店，你会看到诸
多古诗词书籍往往摆放在最显眼
的位置：蒙曼的 《四时之诗》、
郦波的 《因为爱，所以爱》、康
震的 《康震讲诗词经典》、邵毅
平的 《诗骚百句》、陈尚君的

《唐诗求是》、李定广的《中国诗
词名篇赏析》 ……据笔者观察，
此类书籍颇受读者青睐，不时有
人驻足翻阅，慷慨解囊。

书界掀起的这股古诗词热，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诗词大
会》《经典咏流传》 等电视综艺
节目的热播，得益于各网络平台
上知识付费课程的推广。古诗词
本身所具有的语言、意境之美，
经由电视、网络渠道的渲染、放
大，进而步入更多人的阅读视
野，令人欣喜。这对读者的精神
生活是一种陶冶提升，也使得民
族文化瑰宝穿越时空，在传承中
持续发光发热。

令人感觉美中不足的是，时
下面世的古诗词图书鱼龙混杂。
业内人士介绍，由于诗词普及的
门槛比较低，谁都可以做，结果
市面上有不少普及读物，其中文
字错漏百出，采用的故事也都是
道听途说，甚至杜撰而来。

这些内在质量低劣的古诗词
图书，很大程度上只是在“蹭热
点”，根本谈不上对读者负责，
对诗词文化的精髓传承负责。读
者选购时若不仔细甄别，难保不
被带入知识误区。一些质量低劣
的古诗词图书在编校上用力不
足，却往往在宣传营销上不遗余
力，反而影响到那些高品质古诗
词图书的销售。

判定一本古诗词书籍质量优
劣，是否契合读者的阅读需求，
有时确实见仁见智。不过，有读
书人给出建议，尽量选择学者编
写的图书，毕竟，他们的材料、

解读都较为严谨扎实，采用的故
事也都有正史作为依据。

事实上，岂止出版古诗词图
书，对于任何图书出版都该固守
一 种 情 怀 ， 而 不 能 当 作 “ 生
意”，只想着投机取巧跟风炒
作。事实上，只有真正将图书出
版当作文化事业来真诚面对，方
能不断擦亮招牌，赢得更多读者
的信赖与支持。

用读过的好书盘点一年生活，已
经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新选择。11月2
日，2018 商务印书馆人文社科好书
评选在京举行，最终揭晓了本年度的

“十大好书”。《国家相册——改革开
放四十年的国家记忆》得票最高，位
居年度“十大好书”之首，其他九本
是 《涵芬楼烬余书录 （稿本）》《久
旷大仪》《见证——中国改革开放四
十年四十人》《启蒙观念史》《资本主
义：全球化时代的反思》《唐物的文
化史》《树梢上的中国》《艺术史名著
译丛》（《瓦尔堡思想传记》《历史及
其画像》）《晋商史料集成》。

“十大入围好书”是：《东西美术
互释考》《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

《中国绘画横向关系史——丝绸之路
与东方绘画》《欧洲广场文化之旅》

《长青哲学》《古物的声音》《纯粹理
性批判》《论语译英》《英格兰景观的
形成》《中亚史》。 （曹亚铎）

在改革开放 40 周年的重要
历史节点，《蛇口，梦开始的地
方——致敬改革开放 40 年》 近
日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1978 年，蛇口吹响了打开
国门的第一声号角。蛇口这片南
海之滨的弹丸之地，涌现了数不
清的先锋人物，产生了说不完的
传奇故事，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
史印迹，也曾引发诸多的质疑与
非议……

本书通过 100多位改革开放
见证者的纪实故事，讲述了蛇口
经济、人文、生活的发展，勾勒
出蛇口 40 年的成长轨迹，通过
34 篇传奇故事，将蛇口模式、
蛇口精神和蛇口的改革探索历程
凝结成“蛇口故事”，以历史
的、时代的、世界的眼光重新审
视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蛇口

的发展裂变轨迹及蛇口精神展现
蛇口的裂变与新生，传奇与传
承。 （毕春月）

黄河是母亲河，是华夏文明的
生命河。依黄河而居的先人们创造
了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从邈远的
史前时期，绵延数千年，它们植根
于百姓的日常，随同生活的变迁，
有生长，有发展，但也会有消亡。

“今天，残存的古老民俗正面临前所
未有剧烈的文化转型危机”，杨先让
在 《黄河十四走黄河民艺考察记》
一书的序言里如是说。

为了“走黄河，访民俗”，从
1986至1989年，中央美术学院民间
美术系主任杨先让带领靳之林、冯
真等人，扛着摄像机、录音机、照
相机和画夹，足迹踏遍青海、甘
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南、河
北、山东等地，记录数万字笔记，
拍摄数千张照片，研究上百种民间
艺术品，进行系统的田野考察。由
此，诞生了杨先让和女儿杨阳合撰
的 《黄河十四走》 这部装帧精良、
图文并茂的民艺“纸上博物馆”。

这座“博物馆”陈列的展品包
括石雕、岩画、瓷器、木偶、皮
影、面花、剪纸、刺绣和布制品等
几大类。杨先让将这些“展品”的
共性归纳为“黄土文化与本原艺
术”。中国神话很早就有女娲抟土造
人的传说，这些民间工艺品的材料

或直接取之于土，或是从土里长出
的植物、粮食或加工品，最终都会

“尘归尘，土归土”。它们的造型和
式样同样具有“土里土气”的特
点，无非是一些鬼怪神灵或者日、
月、山、鸡、鱼、蛙、虎、猴、龟
或者各式形态的小孩儿，颜色也无
非就是金白、木青、水黑、火红、
土黄等几种基本色。年年岁岁，似
乎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民间艺术是中国美学、哲学与
百姓生活、民俗与习尚的结合成
果。诚如杨先让所说，“程式化是中
国艺术的普遍倾向，也是整个民族
艺术的共同特点”。民间工艺的意象
符号很明确。比如五色其实就是五
行的具化运用。阴阳相交而生万
物，则万物有灵，祭天地、拜祖
先、祀鬼神、驱邪魔、求庇佑、望
子孙繁衍，以信仰纾解苦难，连通

生死，因此这些民艺品主要用于婚
丧嫁娶、庙会宴席，或是给家人尤
其是小儿辟邪。除了专门的民间工
匠，心灵手巧的农村妇女构成了创

作者队伍的一支主干力量。她们并
不懂得何谓“艺术”，却时时刻刻在
创造美，这种“业余性”是自发的
无拘束的创造力的蓬勃源泉。

虽然指导思想集中单一，但成
品姿态各异，看上去粗糙、简陋，
却在腾挪转移的细微变动中，折射
出无穷的想象力。同样是石狮子，
有些地方的显得憨态可掬，有些地
方的就表现得狰狞可怖；同样是皮
影，由于眉眼、鬓角与嘴的细部处
理不同，陕西与河北的生、旦造型
就体现了或秀气或英爽的不同气
质。到处都有的布老虎和面人儿，
看似差不多的枕巾床套鞋垫香包，
经过杨先让的仔细比较，就能看出
各自的地域特色，或者出于个人的
自由发挥和灵机一动。人首蛇身，
鸟腹有兽，象中有象，匪夷所思，
大胆夸张，模糊抽象……它们违反

科学？没关系。这是人类深层意念
的自然流露。风从民间来，朴野、
蛮动、活泛，生生不息。

20世纪80年代实施的这次黄河
流域民间艺术考察，并非个例。当
时神州大地到处是漂流长江、走遍
长城等类似行动。这股潮流实际上
意味着传统文化的热烈回归。近代
中国遭遇了激荡百余年的“三千年
未有之大变局”，无论物质文化，还
是精神生活、社会习俗，都经历了
天翻地覆的变化。尤其是在改革开
放的新形势下，面临全球化的挑
战，以黄河文化为代表的农耕文明
日益衰微，乡村家园渐行渐远。“走
黄河”既是抢救的迫切需要，也是
对回归的呼唤。传统民间文化在我
们的当代生活中投下的影子，在我
们当代人头脑里塑造的理念，远比
我们意识到的要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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