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时代的中
国外交》阐释了新
时代的中国外交
理论与外交实践，

重点研究了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型国际关系理

论、“一带一路”倡
议、新时代中国特

色大国外交战略布局、中国外交对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与公平正义所
作出的贡献等，并总结了新时代中

国外交取得的成就和经验。

《新时代的全面
依法治国》紧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法治中国建

设的历史方位和时
代主题，充分肯定并
全面展现了党的十

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中国共产党在推进全面依法治
国方面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对于总
结好、运用好党关于新时代加强法

治建设的思想理论成果，坚持和完
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
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更好指导全

面依法治国各项工作具有十分重
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新时代的文
化建设》全面梳理
分析了习近平同志
关于文化建设的重

要论述，涉及文化
地位、文化立场、文
化道路、文化本质、

文化价值、文化传
承、文化创新、文化

主体、文化领导、文明观等各个
方面，考察了十年来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所取得的文化建设实践成果，
文化领域发生的全局性、根本性
转变。

《新时代的社会
建设》从全面加强社
会建设、脱贫攻坚战
取得全面胜利、办好

人民满意的教育、健
全多层次社会保障
体系、全面推进健康

中国建设、抗击新冠
疫情、打造共建共治

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创造幸福美
好生活、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等几个
方面，系统阐述了新时代这十年社

会建设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宝贵
经验。

《新时代的生
态文明建设》全面
阐述了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以及新时

代生态文明建设的
突出位置、生态文
明制度体系的建立

健全、生态环境的
保护和修复、生产
生活方式的绿色转

型、突出环境问题的解决以及全
球生态环境治理中的中国贡献，

较为系统地总结了新时代的生态
文明建设中一系列根本性、开创
性、长远性工作，并对新时代美丽

中国建设的成就与经验、地位与
意义进行了研究阐释。

《新时代的政
治建设》从坚持党

的全面领导、发展

全过程人民民主、

坚持全面依法治

国、发挥新型政党
制度优势、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完善基层民主
制度、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

一战线等方面，全面展示了新时代

这十年政治建设领域取得的历史

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系统

总结了新时代政治建设的宝贵经
验，并对新征程上的政治建设进行

展望。

《开创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新时代》是

《新时代这十年》丛

书的“总论”篇，全书

围绕“两个确立”“两

个大局”“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新发

展理念、共同富裕、
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国式现代化道

路、人类文明新形态、国家安全、中

国特色强军之路、“一国两制”和推

进祖国统一、人类命运共同体、自

我革命等具有基础性、综合性、总
结性和前瞻性的课题，进行了深入

的研究阐释，并系统总结了新时代

的历史性成就和宝贵经验。

《新时代的党
的建设》从新时代

党的建设总要求、

党的政治建设、思

想建设、组织建设、

作风建设、纪律建
设、制度建设、反腐

斗争、自我革命等

九个方面，全面阐
述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的建设所发生的

深刻变革和所取得

的突出成效。

《新时代的经济
建设》对新时代这十

年中国经济建设进行

了全面系统呈现和阐

析，客观呈现了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加强对经济工作

的战略谋划和统一领

导，作出坚持以高质
量发展为主题、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主线、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把握

扩大内需战略基点等重大决策，中国

经济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

性明显增强，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
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迈上

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

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之路。

《新时代的全
面深化改革开放》

全面立体呈现了新

时代的变革性实

践、突破性进展、标

志性成果，系统回
顾和总结了新时代

十年全面深化改革

开放领域的实践检
验和理论成就，对

于在新的“赶考”路

上继续全面深化改

革开放具有重要现

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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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当代中国出版社、重庆出版社联合供稿）

《新时代这十年》丛书出版发行

记录新时代 书写新时代 讴歌新时代
2022年9月，由当代中国出版社与重庆出版社联合出版的

《新时代这十年》丛书隆重上市，与读者见面。
丛书共分10卷，分别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

时代的党的建设》《新时代的经济建设》《新时代的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新时代的政治建设》《新时代的全面依法治国》《新时代的文化
建设》《新时代的社会建设》《新时代的生态文明建设》《新时代的中

国外交》，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政治、经济、文化、社
会、外交、理论等研究室的精锐研究力量组成专家团队编写而成。

该套丛书紧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根本主题，史论
结合，系统总结、梳理了新时代这十年取得的伟大成就和新鲜经
验，系统阐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重大
方略、重大工作、重大举措，全面展示了新时代改革发展稳定、内

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取得的原创性思
想、变革性实践、突破性进展、标志性成果。用历史映照现实、远
观未来，从新时代这十年的伟大实践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
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在新征程上
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未来。

——编者

电子书、有声书
扫码即可阅读、收听

■ 周航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与大

河文明息息相关。中国的江
河文化滋养了中华民族，中华

民族的文化自信也从中得以

生发。长江、黄河都是中国的
母亲河，江河地理如摇篮不仅

养育了无数中华儿女，其悠久
的历史文化更是中华民族精
神的血脉，足以让每一位中华

儿女为之骄傲与自豪。

了解地理，重温历史，沿
着这本《长江文明》的目光去

追溯，无异于又接受一次中华
文明的洗礼。该书的丰富内

涵不仅是知识，更多的是民族

和文化上的认同感。可以说，
历史学家冯天瑜教授与马志

亮、丁援合著的新作《长江文
明》是一部地理书，也是一部

长江流域的文化史，摆在案

头，细心研读，地文和人文完

美交融之下，会让人收获良
多，感受颇深。

从整本书的结构来看，长
江流域的地理状貌和历史演

进是其基点，地域文化及世界

大河文明是其延伸，但最终指
向的是长江文明在中华民族
发展史上，乃至在世界文明版

图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全书
共六章，第一、二章和第六章

讲的是地理，其余各章讲的是
文化文明，总篇幅上地理部分

约占全书三分之一不到。即

使是地理部分，也融入诸多文
化内容，比如历史文献记载和

民间传说。可见《长江文明》

这本书，从结构编排上即已定
位为一部带有阅读普及指向
的大江文化文明史，而非纯粹

的专业地理学著作。而即使
是纯粹地理学部分的内容，也
大量吸收了前人研究成果，精
确的测量数据和体系清晰的
陈述，让纷繁复杂、多如牛毛
的长江水系一收眼底。如果

涉及历史渊源，书中也是引经
据典，做到言必有据。所以该
书是十分科学与严谨的，令人
信服。

此外，该书并非孤立来谈
与长江相关的一切，而是结合
了黄河，以及世界其他大河诸

如尼罗河、刚果河、两河流域
等。无论是共时的，还是历时

的，无论是中国的，还是世界
的，都在立体时空交织中来谈

论和普及长江文明。这是该书
结构上一道鲜明的亮色，凸显

结构及其内涵的综合性、开放

性和包容性，又不失具体指向

性的突出，使其更为圆熟，因为
在共时和历时、横向和纵向的
比较、参照中，长江文明自见特

色，从而更显中华文明的本质
特征。

《长江文明》的写作风格

是科学性和文学性的结合，
既是地理读物，也是文化普

及读本，对普通读者而言可

说是毫无障碍。书的开篇就
是《长江礼赞》，曰：“长江，从

雪山走来，自北向南，腾跃于
羌藏滇群峰间，又东折入川，

接纳巴蜀众水，汇巨流冲决
川东绝壁，凶恶荆楚平野阔，

月涌大江流，江汉朝宗东去

也，阅尽吴越繁盛，倾注大海
不复返……”像赋，又像散文

诗，为全书定下了科学性与

人文性相融合的基调。地理

讲解中更是考虑到读者的阅
读兴趣，如讲到长江支流金沙

江时描述：“传说曾有一猛虎，
在玉龙雪山被猎人射伤后，凭

此巨石跃江而逃，故其被称为
‘虎跳石’，‘虎跳峡’也由此得

名。”在谈到汉水为什么是中

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时，更

是别开生面，让人读后频频颔

首。其中，说《诗经》的风、雅、
颂三部分均涉及汉水流域；刘
邦以汉水流域为基地，建立

汉王朝；朝鲜半岛受“汉”影
响就更大了，为国家的河取
名汉江，并有我们所熟知的
城市名“汉城”。如此说辞，结
合大量典籍为据，走笔充满故
事性和说理性，不得不说读

者极容易接受。
讲长江流域的文化分区、

文明演进，在平行陈述其他大
河文明的发展历史时，融地域
性、知识性和趣味性为一体，
可谓十分“亲民”地娓娓而
谈。其精确的动态历史和地

理测绘数据令人信服，其中还
图文并茂地进行更为直观的

视觉佐证，真的是一次世界大
河文明、中华文明和长江文明

的豪华巡礼。
笔者认为，读书可以读杂

点，《长江文明》就是难得的一

部“杂”书，杂得足够广博，掩

卷时我们会产生如下感想。
一是深刻认识到，长江文

明与世界所有大河文明相较

而言，是如此的悠久与辉煌，
如此令中华民族骄傲。长江

文明不逊色于世界上任何一

个大河文明，这是我们文化自
信的一个重要源头。二是求

真求实的科学精神令人感

佩。长江流域水系密如蛛网，
即使已有丰富的前期考察成

果，梳理和考辩起来仍然异常
困难。该书知识含量巨大，地

理科学测量数据和人文典籍
来源考据，这些在讲述长江文

明的过程中结合得相当完

美。三是感怀于新时代以来
长江文明在中国乃至世界文

明发展进程中的巨大作用。

正如书中“结语”所言：“历史

推进到当下，长江文明的发展
进入了新阶段。”

长江文明如何在当今发挥
更大的作用，如何在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进程中担当更为重要
的角色，如何让中华文明傲立

于世界文明之林，在读完这本

书后，也许能带给读者更多的

思考。

一部地文和人文完美交融之作
——读《长江文明》有感

■ 李立峰

有趣、励志、多维，是我读了

《贝多芬传》一书的感受。
这本流传于世的经典，拿到手

的第一秒就令我震惊，震惊于它的

薄。全书只有 205页，而真正称得
上贝多芬传记的只有 54页！但，

这依然不影响它成为无法超越的
经典，因为这是用泪、血、情写成
的，揭示了一个伟大的灵魂是如何

炼成的。

一位享誉世界的音乐大师，一
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一位家喻
户晓的翻译家。这三位巨匠的相

遇，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没错！正是这本《贝多芬

传》。主人公贝多芬乃乐坛巨擘，
世人皆知；作者罗曼·罗兰乃文坛

巨匠，闻名于世；翻译家傅雷乃译
坛大家，其著述《傅雷家书》影响了

无数人。三人联袂奉上的《贝多芬
传》，注定就是经典。

特普利兹，是奥地利的一处避
暑胜地。这里风景优美，各国亲王

贵族云集。它引人关注，更在于
1812年，贝多芬在此写出了《第七

交响曲》《第八交响曲》，前者是节奏
的大祭乐，后者是诙谑的交响曲。

《第七交响曲》背后，说个有趣
的故事。一日，贝多芬和好友歌德

在林荫小道上散步时，远远看见奥

地利王室成员和近臣前呼后拥走

过来。歌德见状，马上挣脱贝多芬
的手，肃立在大路一旁，深弯着腰

向王室成员致敬。这让贝多芬很
不爽，也很不屑。他既没有脱帽，

也没有让路，而是背着手，朝最密

的人丛中撞去。众人向他脱帽致

敬，皇后向他打招呼，他赚足了面
子。等众人走过，他来到歌德面
前，大大地教训了歌德一顿。

如果说不畏权势、不惧权贵，
是贝多芬追求独立与自由的体现，
那么，不珍视友谊、不懂分寸，则让
他失去了知己，拥抱无尽的孤独。
任性的脾气，骄傲地反抗，投射在
人情世故上，无疑是致命的，但倾

泻到音乐里，则掀起了惊涛骇浪、
狂风暴雨、电闪雷鸣。

少年丧母，青年耳聋，中年情
变，晚年无依。这就是贝多芬的一
生。书中这样写道：他的一生，宛

如一天雷雨的日子。
“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决

不能使我完全屈服！”
“我愿证明，凡是行为善良与

高尚之人，定能因之而担当患难。”

这是一位音乐家的呐喊，也是

一个音乐巨人的使命！
这个表面狂傲的人，内心却极

度高尚。面对常人难以想象的厄

运，他时常提起，他的责任是把他的
艺术奉献给他一样“可怜的人”“将

来的人”，为他们造福利，给他们勇

气。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受苦、奋斗、为善，成为锤炼贝

多芬的洪炉。他的过人之处正在

于：他接受了现实，承受了上天给
予他的痛苦的命运，他把内心的痛

苦化为欢快的音符，创造欢乐给予

世界。

贝多芬的一生，正如他自己写
的那句豪言壮语——“用痛苦换来

欢乐。”这句话可以成为一切英勇

心灵的箴言。
“使人幸福的是德行而非金钱。”

“在患难中支持我的是道德，

使我不曾自杀的，除了艺术以外也
是道德。”

“一心向善，爱自由高于一切；

在任何情况下，绝不背叛真理。”
“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

学更高的启示……谁能参透我音
乐的意义，便能超脱寻常人无以自
拔的苦难。”

励志，是这本书传世的密码。
这些摘自贝多芬的遗嘱或书信。

在这本传记中，罗曼·罗兰将
贝多芬的遗嘱、书信细心整理、收

入其中，难能可贵。这让读者有了

更多元、更立体、更直观的视角，去

解读贝多芬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
去了解一个伟大灵魂是如何炼成
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本书不仅

仅是文学作品，还是档案，是史料。
贝多芬表面上不畏权势、不媚

王公，内心则心怀高尚、心生慈悲，
是一个大爱之人。被爱情遗弃了，
他依然选择赞美爱情——“我的天
使，我的一切，我的我……我心头
装满了和你说不尽的话……”“当
我想到她时，我的心仍和第一天见

到她时跳得一样的剧烈。”
被命运嘲弄了，他依然选择热

爱自然，“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像我
这样的爱田野……我爱一株树甚
于爱一个人……”被疾病虐待了，
他依然选择痴迷艺术，“只在音符

中过生活；一件作品完成，另一件

又已开始。”“我的艺术应当使可怜
的人得益。”

贝多芬选择在爱情中实现了
自愈，在自然中汲取了灵感，在音乐

中实现了永生。他把自己毕生献给

了艺术，建构了一个丰茂广阔的精
神家园，引领着无数人走出苦难，拥
抱欢乐。在人世间行走57年，他留

下一百余首音乐经典。贝多芬对后
人的影响，显然已经不局限于音乐，

而是他的人格，他的思想。

“童年的伴侣，心目中的英雄，

给予坚强与纯洁的首席，教我们如
何生如何死的大师。”这是罗曼·罗

兰心中的贝多芬。

“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伪
的，不经劫难磨练的超脱是轻佻
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卑怯的；中

庸，苟且，小智小慧，是我们的致命

伤：这是我十五年来与日俱增的信
念。而这一些都由于贝多芬的启

示。”这是傅雷心中的贝多芬。
苦难是人生的财富，是成功的

基石。可以说，无论是作者，还是译

者，都是用心用情在书写这本书、翻
译这本书，才写出了这样直击人心、

触动灵魂、发人深省的文字。
感情深沉，诗意流淌，却字字

珠玑，惜字如金。这是一本开卷有
益的大书。

一个伟大灵魂是如何炼成的
——罗曼·罗兰《贝多芬传》读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