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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南国淅淅沥沥的小雨，再读周
作人的《雨天的书》。

《雨天的书》 共收录作品五十六
篇，是周作人自编集中最著名、最有代
表性的一本集子，收录了 《故乡的野
菜》《北京的茶食》《喝茶》等脍炙人口
的名篇，占有相当大比重的是饮茶、吃
酒之类的生活小事。周作人的作品给我的感觉就是平
淡、闲适、享受，记录的都是生活日常，但是却连品
茶都能写得头头是道，读他的书很惬意。

而提到周作人。难免要想到鲁迅。在我的印象
里。这兄弟俩是有些不合的——不论是生活中，还是
作品方面。在我曾经非黑即白的价值观里，比较遵奉
鲁迅先生，他的大多数作品我都读过，他的书里的那
些名句是曾经在写作文时最喜欢引用的，而对于周作
人，更多的是觉得此人不堪，与鲁迅出于对立面，即
坏的一面。以至于过了很久才去接触他的作品，但是
给我的却是另一种感觉，不得不承认，周作人文中所
表现的那种心态和人生境界是我们大多数人追求却又
难以达到的。

在我心中，周作人这本《雨天的书》写得是极好
的，我也极其喜欢。且不说里面收录的名篇，单单是
一篇自序，都让我如痴如醉，感叹不已。“这些大都
是杂感随笔之类，不是什么批评或论文。”《雨天的
书》显示的是周作人前期随笔风格的特点。“我的意
思本来只想说我自己要说的话，这些话没有趣味，说
又说得不好，不长，原是我自己的缺点，虽然缺点也
就是一种特色。这种东西发表出去，厌看的人自然不
看，没有什么别的麻烦，不过出版的书店要略受点损
失罢了，或者，我希望，这也不至于很大吧。”周作
人这种淡然的态度我也是极其喜欢的，在当时的社会
环境下，周作人在别人眼里就是一个反派的形象，自
然有人不喜欢。但是他说是写自己的，看不看就是别
人的事了。这种“豁达”的态度，又有几人能做到
呢？有些人就喜欢看别人的态度，别人说好就觉得
好，说不好就又觉得不好，对于风头正盛之人阿谀奉
承，一朝落马就避之若浼，生怕沾上。而周作人这话
就说的很有“骨气”了，我写我的，你看你的，也不
在意别人的看法和说法。“像我这样褊急的脾气的
人，生在中国这个时代，实在难望能够从容镇静地做
出平和冲淡的文章来。”周作人这样说，在别人的眼
中他也确实是做到了那种平和、闲适，也就是“极慕
平淡自然的景地”，这也是周作人这本书所反映出来
的思想。

周作人在《雨天的书》自序中谈到书的成形，是
由于雨天由天色之阴沉而气闷而空想，又由空想无法
实现且无心思做正经工作，“只好随便写一两行......聊
以对付这雨天的气闷光阴罢了”。想到雨天，似乎也
带着一点清冷、忧郁的色调，但是所写出来的却给人
很闲适的感觉。我个人是很喜欢雨天的，在这种天气
里，空气清清冷冷、雨幕朦朦胧胧，连那雨水滴落在
砖瓦上“滴答滴答”的声音也是极好听的，不过我是
在雨天阅读周作人的《雨天的书》，而人家是在雨天
写出《雨天的书》。这书虽写的都是生活中平淡、琐
屑的小事，喝茶、野菜、鸟声、苦雨甚至是苍蝇，到
周作人的笔下皆可妙笔生花，我甚是崇拜。就以喝茶
而言，对一般人来说就是件平常到不能再平常的小
事，对行家来说，又隐藏着些学问。但周作人写的这
个喝茶却又不是卖弄学问，就是平平常常讲述他喝茶
的体会。他字里行间写喝茶所体现出来的不仅仅是闲
情逸致，还有喝茶喝出来的审美境界和人生境界。

《雨天的书》，书如其名，晶莹剔透，宁静隽永。
在自己闲适的时间读这本书真的是一种享受，没有被
各种困扰所影响，也不至于让自己昏昏欲睡，只是去
品读别人的闲适，自己的心也可以放松下来，安静、
平和不正是大家所追求的吗？

周作人书中那种闲情逸致、清高淡远的情趣和那
超脱的审美境界、人生境界，真的让我很放松，很舒
服。恰如知堂先生所言：“如在江村小屋里，靠玻璃
窗，烘着白炭火钵，喝清茶，同友人谈闲话，那是颇
愉快的事”。 （作者系国际学院2017级学生）

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伟大实践的三重变革
● 林昆勇

1921年至2021年，中国共
产党走过了 100 年光辉岁月，
在一代又一代共产党员的不懈
努力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
全国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完成

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新中国，实行改革
开放，建设伟大工程，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
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共产党走过了她艰难曲折
而卓越成功的100年，作为一个长期而全面执政的党，她在科
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中勇于变革、敢于创新，不断夺
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纵观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历
程，共产党领导带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变革，这种变革不仅
体现于“建国创业，坚守初心，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
人民站起来”，更关涉“改革开放，放眼世界，中国共产党团
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富起来”和“展望未来，蔚为大观，中国
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强起来”，三者辩证统一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这三重变革对于我们认识和把握中
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伟大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建国创业，坚守初心，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站起来

今天，我们要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必
须要了解我们党和国家的发展历史，汲取历史经验，前瞻未来
发展。“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1921年，浙江嘉兴南湖红
船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把实现共

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了艰苦卓越的
斗争，谱写了气吞山河的壮丽史诗。同时，中国共产党团结带
领中国人民找到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
正确革命道路，进行了28年浴血奋战，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
命，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
跃。以伟大领袖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把“为中国人
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带
领全国各族人民开辟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团结带
领中国人民开展了土地革命战争 （打土豪分田地）、抗日战争
（赶走日本侵略者）和解放战争（推翻蒋家王朝），推翻了帝国
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并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中国社会主义基本
制度，稳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立足于世界上最大的
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底子薄和人均资源相对不足的基本国情，
面对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基础薄弱“内忧”和帝国主义孤
立、敌视、封锁“外患”的双重压力下，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
的根本利益，为中国人民根本利益而斗争，毅然开展了保家卫
国的抗美援朝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现了从新民主主
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改变了一穷二白的国家面貌，奠定了中国人民幸福、中华民族
复兴的根本制度基础。从此，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走
上了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社会主

义道路。
“时代是出卷人，人民是阅卷人”。中国发展历史和现实充

分证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
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了社
会主义新中国。中国共产党“在拯救中华民族于深重危难之
中，拯救中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征途上，一直进行着运用
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探索，走出了一条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成功之路。”中国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完全
正确的。作为世界第一大党，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为人民而
生，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
解放战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
大山”，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1937年，日本挑起全面侵华
战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鲜明地打出坚
决抗战的旗帜，点燃全民族抗日救亡的火焰，支撑起中华民族
救亡图存的坚定信念，中国共产党抗战意志最坚定、抗战行动
最坚决、动员民众抗战最彻底，中国共产党开辟了中华民族抗
战胜利的科学道路，开启了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光明前景。

改革开放，放眼世界，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富起来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坚持以经
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开创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的新时期。以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
同志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

经验教训，明确提出“社
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大力
发展生产力”的历史性判
断，通过改革开放，进行
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改革开放是“当
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
源”，是“决定当代中国命
运的关键一招”。中国共产
党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
坚 持 用 改 革 的 思 路 和 办
法，解决了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前进中的许多问题，
推动了党和国家事业的蓬
勃发展，取得了历史性巨
大成就。

放眼世界，面对国际
社会发展形势复杂严峻，
世界经济处于深度调整时
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
人民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
开 放 战 略 ， 以 开 放 促 改

革，以改革促发展，以发展促创新，把“引进来”和“走出
去”两手抓，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和更高目标稳步推进中国
全面深化改革。回顾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发展史，改革开放是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
力。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进行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
发展的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的发展进程
中，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首
要的根本问题，深入开展了深刻而持续的思想解放运动。自成
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领导全中国人民开展了新民主主义革
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极大地解放和
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同时，中国共产党团结领导全中国人民进
行了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和改革开放建设，不断加快我国现代
化建设的发展步伐。“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开
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
家治理体系，使当代中国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活力。”据统
计，1978年-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高于9.7%，
远远超过同期世界经济3%左右的平均增长速度，中国经济总量
上升为世界第四。2007年-201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由24.95
万亿元增长到82.7万亿元，年均实际增长9.5%，远高于同期世
界经济2.9%左右的年均增速，中国经济总量上升为世界第二。
2016年至201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7%，2019年人
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2020年中国经济能够实现正增
长、总量突破100万亿元。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为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开辟了新道路。中国改革
开放的成功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担
当和卓越领导者。

改革开放促进了中国经济社会进步和国家繁荣发展，国民
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开创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改革开放的成功实
践启示我们：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解放
思想，实事求是，开辟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社
会生产力得到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不断增强，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富起来了。中国共产党开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邓小平理论，这在我们党和国家
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大
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稳步推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不断提高，创造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历
史上以及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的“中国奇迹”，“并彰显出独特
优势，尤其在治理主体、治理规则、治理理念等方面，已为全
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国家治理具有世界意
义，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重大贡献”。

展望未来，蔚为大观，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强起来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稳步推进中国全面深化改
革。新时代新担当，中国思考、中国方案和中国行动，正跟随
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步伐，在世界经济发展的海洋中掀起波
澜。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新时代，以习近
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而不懈奋斗。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
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020年是我国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之年，也是我国“十三五”
规划收官之年。“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
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中国共
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
目标的同时，稳步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开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新征程中，主要分“两步
走”：第一步是从2020年到2035年，中国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
现代化；第二步是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中国要建成富强民
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党的十九大报告强
调，我国要统筹推进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
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坚定实施七大战略，坚决打好三大攻坚
战，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
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实践中形成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制度。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
记的党中央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进一步推进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坚持和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
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与
时俱进，开创未来，开启了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凝心聚力、创造力和战斗力都显
著增强，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让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的
根本目的始终不渝！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坚定不移地走和
平发展道路，打破了“国强必霸”的历史定律，开辟了人类社
会发展历史上和平、合作、共赢的全新发展道路。面对世界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始终坚持和完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始终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
导，始终保持战略定力，全面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中国共产党人将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同全人类发展进步
紧密结合起来，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人类共同体思想，为人类未
来文明走向提出“中国方案”，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
国共产党“直面人类美好的未来”，“不仅对中国人民有着深厚
情怀，而且也愿意为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造福”，致力

“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
的世界”。

综上所述，百年华诞，中国共产党茁壮成长为一个“改写
中国命运的政党”、“具有超凡执政能力的政党”和“为世界和
平与人类文明作出重大贡献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
国 人 民 书 写 了 人 类 历 史 上 改 天 换 地 的 壮 丽 新 篇 章 。

（作者系广西大学海洋学院教师）

合上 《谢灵运集笺
释》，脑中盘旋最多的莫
过于“始宁”二字。

徜徉于中国诗歌的
历 史 长 河 ， 早 在 《诗
经》 便有抒发思乡情感
的诗歌。如 《唐风·鸨
羽》 中 便 有 “ 父 母 何
怙？悠悠苍天！曷其所
有”用对天空大喊质问
老天的形式来表达对故
乡的思念，深切表现出
远离家乡服役之人对思
归的无尽渴望。怀念故
土这一优秀的文学传统
也为后人所传承。通观
谢灵运的诗歌，让我们
看到其诗所描写的山水
之美，或是其“玄言的
尾巴”，关于对他的研
究，多数是在解析其山
水诗的文化内涵，但令
我动容的，是他诗歌创
作中表现出的深深的始
宁情怀。谢灵运对故乡
始宁的情怀在不同阶段
均有感发，可谓始宁为
他一生之执念。

《宋书·谢灵运传》：
“灵运父祖并葬于始宁县，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会稽，修营别业，傍山带江，尽
幽居之美。与隐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纵放为娱，有终焉之志。”始宁是大谢家族的
故乡，谢灵运出生于此但并未在始宁久居，即便如此，这里却是谢灵运心目中永
远的故乡。其祖父谢玄安葬于始宁县，此地又有他引以为豪的祖辈之业，更有令
人陶醉的秀丽山川，还有可供他修身养性的良田美池，怎能让他不深爱这片土地
呢？回顾他的一生，住在始宁的时光不过六载，自幼时离开后只回始宁隐居两
次，一次是任职永嘉时称疾去职，另一次是重返官场不受重用请长假回始宁居
住，居住时日虽短，但他对始宁这片土地是深深眷恋且常常怀念。

出身名门、满怀博才的谢灵运对于能在政治舞台上施展抱负满怀期望，但因
他所处的时代——刘宋王朝抑制门阀士族，其才华得不到展示，又因他一生狂妄
不羁，得罪了不少达官贵人，屡遭贬谪。他的始宁情怀就是起于出守永嘉途中，
而后身居异乡时，此情怀表现得更为浓烈，即便后有重返之时，也仍依恋始宁。
谢诗现存共110首，其中有表现其怀念故乡始宁的有14首，占比虽不多，却让人
感受到他浓浓的故乡情。

途中所感恋故乡
永初三年 （公

元422年），刘裕死后
宋少帝即位，实权落
于大臣之手让谢灵运心中尤为不满，因发愤慨之言而得罪当权者，被贬至荒
僻的永嘉郡任太守一职。对于只身在外的游子而言，怀乡是一种发自于内心
的情感，也是一种精神寄托。谢灵运也不例外，故土在他心中占据很大份
量，在贬谪途中更是触发了他的故乡情。“从来渐二纪，始得傍归路。”这是
谢灵运出发前往永嘉时所写的，这是始宁情怀首次在谢灵运诗中出现。“归
路”即是其故乡始宁县，即便小时便离开故乡，但刚踏上贬谪之路便已心生
怀故，受贬虽苦，还要趁此机会绕道回始宁看看，聊表故乡情，给自己愁苦
之心添一抹亮色。《过始宁墅》中“剖竹守沧海，枉帆过旧山”和“挥手告
乡曲，三载期旋归”更是触发其心中归隐始宁的愿望。“旧山”即为始宁的
东山，过始宁墅就建于此。“旧山”是他心中的寄托，官场的挫败让谢灵运
满怀幽怨，旧山的存在给他以安抚，在准备离开故乡之际留恋于此，更表达
了任职期满后就回始宁隐居的美好愿望。

被贬途中所做怀念始宁的诗不仅有奔赴永嘉时所作，也有被贬赴临川郡
途中所作。在永嘉任职一年后谢灵运称病去职归隐故乡始宁，后来宋文帝刘
义隆登基后又请他出山，但因不受重用谢灵运再次请长假归乡。回到始宁后谢灵
运的性子仍未收敛，因求湖未田之事与会稽太守孟不和，孟借此上奏皇帝说
灵运别有用心，谢灵运急忙进京辩解，宋文帝不降罪于他，但怕他回始宁再生是
非，便将他外放临川任内史，赴任途中他发出“存乡而思积，忆山我愤懑”的感
叹，表达自己不情不愿地踏上赴任旅程，回忆起在始宁的惬意生活忧心忡忡，“愤
懑”一词更是表达了其强烈的思归情绪。“故山日已远，风波岂还时”看着所走之
路与故乡离得越来越远，自己所要面临的事物也是未知的，不知此次离去还有无
归来之日，前途未然，归来无期让他怅然若失，怀土思乡的愁绪也涌上心头。一
路奔波后来到彭蠡湖，在此又写了《入彭蠡湖口》。这首诗前面都描写入彭蠡湖所
见之景，看似与诗人的心境无关，实则其内心波涛汹涌如彭蠡湖的浪涛一般，幽
愤之情见于最后一句“徒作千里曲，弦绝念弥敦”，意为本想借琴以消忧，不料触
景生情。琴中所谈之曲让他想起故乡始宁，此时处境让他对始宁的思念更加深切。

谪守他乡忆故乡
谪守他乡主要是指谢灵运在永嘉任太守时期，官场受挫后被贬，政治才华未

能施展，心情尤为低落，加之所任职之地离故乡始宁又如此遥远，心含怨愤与郁
闷，思念故乡成了他灰暗日子里主要的精神寄托。这一阶段谢灵运回忆故乡的表
现主要是借游览之景抒其离乡之忧。如《登上戍石鼓山》中的“旅人心长久，忧
忧自相接。故乡路遥远，川路不可涉。”这段时间谢灵运以旅人的身份自称，表述
的都是忧愁倍增，更是感叹故乡离这里十分遥远，无论是山路还是水路抵达都很
苦难，实则表达漫漫谪守之期让他忧虑，归乡无期，眼前所见的“白芷”“绿”
也未能让他心生欢喜。“依稀彩菱歌，仿佛含嚬容。”甚至出现了听觉和视觉的假
象。这是谢灵运在永嘉任职时巡视农田，顺便登山观海，不曾想思乡心切而生出
幻觉脑海中回应的是始宁的的彩菱歌，又好像看到始宁美女的嚬容。登高望远心
胸开阔之时在诗人眼里展现的是故乡的人和曲，这不过是谪守他乡满怀愁苦的安
慰罢了。他以永嘉的山水聊以自慰，在看似游览山水胜景的悠闲自得中，更有归
乡不得的哀叹。

重返官场念故乡
元嘉三年（公元426年），宋文帝刘义隆除掉奸臣徐羡之、傅亮，于三月回到

建康。不久后请谢灵运重返官场，谢灵运拒绝了两次。“曾是返昔园，语往实款
然。”就是在此背景写下的，觉得自己是因为当初在官场受挫后回到始宁的，表示
现在心系故乡，不想离开此地，不愿再步入仕途。但经过一番纠结之后，一心想
成就一番功业的谢灵运还是奔赴京城。初到京城的他便有“寝憩托林石，巢穴顺
寒暑”之感，在林泉中歇息念起在始宁生活的日子。此后的官场生活并不如他所
愿，以为能大展政治才华的他愿望落空，犹如从天堂的愉悦猝不及防地落入深渊
之中。虽说最初征他为秘书监，又很快升至侍中，被任命修撰晋史，但谢灵运意
识到宋文帝并无在政治上任用他的意思。有次陪同宋文帝游北固山时写道“曾是
萦旧想，揽物奏长谣”，借此机会说明自己不能胜任官职，想再次回到始宁去生
活。后来他称自己有病不上朝，擅自外出游山玩水，杳无音讯，久久才归来，宋
文帝又再次准予他长假回始宁。“怀居顾归云，指途溯行飙”这是他脱离官场前往
始宁途中所写的。十分怀念故居的谢灵运看天上的白云好似朝故乡方向飘去，马
车在扬起的风尘中不断前进，衬托他轻松愉快的心情，急切渴望归乡的心绪也不
断交织在其中。

在谢灵运的诗歌创作中，无论是贬谪异地还是身居朝廷，始宁情怀都伴随他
左右，让他愁苦的内心得以宽慰。谢灵运的始宁情怀是他的精神支柱，也是抚慰
其心灵的良药，无论处境多糟糕，他心中总能留一片净土给始宁，期盼能够于始
宁厮守。始宁犹如他的影子常伴于他，成为他的精神家园与情感寄托，亦是他一
生的执念。 （作者系文学院2017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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