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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书中看

书影来风

由河南省文联、中原出版传媒集团主办的《我引黄河心上
流——历代黄河诗歌辞赋选》学术研讨会，近日在中原出版传
媒集团举行，30多位专家、学者、作家和诗人围绕此书，就“弘
扬黄河文化，传承中华文明”主题进行研讨。

黄河不仅是自然意义上的河流，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地
标，古往今来，无数文学大家、优秀的诗词赋作者歌咏它、吟诵
它、书写它，《我引黄河心上流——历代黄河诗歌辞赋选》精心
筛选了不同时期与黄河有关的 148篇文学作品，包括古代诗
词、古今辞赋、白话新诗三个主要部分，全书还选用28幅彩色
插图，以书法、国画和摄影表现黄河，为读者呈现出不同时期、
不同背景下，不同作者、不同心态下歌咏黄河的千百样貌，构
成了一幅栩栩如生的立体黄河画卷。

大家认为，黄河对中国人思想和情感的影响，对中国人品
格与性情的塑造与浸染，都在这本书里得到了很好的展现，全
书结构合理，体例新颖，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一部填补空白的
优秀诗歌选本。9

文化界研讨
《我引黄河心上流——历代黄河诗歌辞赋选》

□钟芳

高清直播、移动医院、远程会诊、智能门禁、医护机器
人、热成像人体测温……在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中，一个
个 5G应用在各个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疫情防控中
的“神兵利器”。这一切的背后，其实是依托了一张强大的
5G通信网络。近年来，5G技术从无到有，在科技创新的
趋势下发展迅速，不仅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改变，更深刻
地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

5G是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的简称，它不是4G的简单
升级，而是与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
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的网络，被誉为“数字经济新引擎”，
将会开启一个万物互联的全新时代。自 2019年 6月 6日
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发布 5G商用牌照开始，我国正式进
入 5G商用元年。5G将以其超高速率、低时延、高可靠性
以及大连接性的特点，在更多行业实现应用推广，催生融
合互促的新业态，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那么，5G时代
的到来究竟会给经济和社会带来怎样的变革？不同产业
会出现哪些巨大变化？又会催生哪些新产业？哪些场景
将率先应用 5G技术？《5G新产业：商业与社会的创新机
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年 5月出版）为我们作出
了详尽的解答。该书内容全面、条理清晰、分析细致、通俗
易懂，即使对技术以及通信商务并不熟悉的人也能够较容
易地理解，适于希望了解5G的广大读者参阅。

全书共分“5G 时代横空出世”“5G 缘何成为大国关
注焦点”“5G将驱动新一轮工业革命”“5G催生产业转型
升级”“5G是构建智慧社会的新基石”“后 5G时代的竞与
合”六章。作者之一的盘和林现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
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从事数字经济研究多年，在本书

的撰写过程中，他和他的同伴以经济学者的眼光来研究
5G，以宏观的视野和全局的观念透过技术来分析 5G 的
经济价值及社会影响。在书中，他们不仅对 5G的概念与
内涵、全球各国 5G博弈现状及中国目前所处的位置、5G
与前沿技术融合发展、5G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等做了
清晰的介绍；还从 5G为金融、超级文娱、在线医疗、优质

教育等行业赋能的角度做了深入阐释，分析了 5G将成为
构建智慧社会的新基石，并展望了 5G赋能实体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深远影响，为读者勾勒了一幅 5G智能时代商业
与生活的新图景。

作为新一代通信技术的核心驱动，5G与之前的信息
通信技术相比更具颠覆性、呈现更高价值，能够更充分发
挥数据的新生产要素作用。3G时代，淘宝、京东等移动电
子商务相继崛起，微信等自媒体业务和社交应用蔚为大
观；4G时代，激发了视频业务和移动支付，催生了扫码支
付、刷脸支付，点燃了共享经济，加快了短视频业务发展。
5G是全新的网络架构，正在加速万物智能应用的发展，同
时也在以智能为媒介连接、孕育出诸多新模式、新业态，催
生多个万亿元规模的新兴产业。5G与工业、能源、医疗、
交通、农业等垂直行业广泛、深度融合，能够实现网联汽
车、自动驾驶、远程监控、远程运维、智能化仓储、超高清视
频直播等更多行业应用，推动智慧城市、智慧生活、智慧生
产、工业控制、无人机、智能家居等新兴产业加速崛起，提
高信息产业和服务业在我国经济中的规模比例，优化经济
结构，壮大经济总量。5G也能够为教育、文化、体育等公
共事业提供高速传输通道，促进优质资源共享，带动生产
方式、生活方式变革，真正为经济、社会、民生带来丰富多
彩的变化。

当今世界，信息技术革命日新月异；当代中国，网信事
业发展大潮涌起。在5G赋能之下，万物皆可互联，让以前
的太多“不可能”成为“可能”。关注 5G，就是关注经济发
展的未来。5G“蝴蝶”已经扇动起它的翅膀，将更好地赋
能各行各业转型升级，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并在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中发挥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9

□朱一夫

一张“学习强国”上的图片，清晰标注着习近平总书记自

党的十八大以来考察过的地方。密密麻麻的小红点震撼了

我，不禁让我想起来前段时间读的《习近平在宁德》，总书记走

访群众的一张张画面浮现眼前，总书记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

情触动着我的心。

从书中了解到，1988 年的宁德是“老、少、边、岛、穷”的沿

海欠发达地区，当地的领导干部和群众都在翘首盼望着时年

35 岁、刚调任福建省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大干一

场”，改变旧面貌，快速提升当地的经济水平。习近平同志 6

月一到任，就一头扎进调研中去，穿梭在宁德地区的 9 个县

域，深入到群众中去听去看，回到机关已是 8 月，也带回了符

合当地情况的发展理念。在到任后的第一次全面总结会上，

他提出：宁德的发展，要立足实际，不要有超过现实的思想，更

不能心急，要有“滴水穿石”的精神，要拿出锲而不舍的干劲。

还要树立“弱鸟先飞”的意识。正因为有了这样科学的谋划，

才为宁德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如今的宁德，已经是

“山海川岛湖林洞”一体的宁安德福之城。

“为人低调，工作务实，清正廉洁，心系人民”，是宁德地区

干部群众对习近平同志的称赞。当年刚刚到任的习近平同

志，不换新车，不装修新办公室，住老宿舍楼，参加机关组织的

义务劳动，过着和大家一样的生活。他关心老百姓，不是在去

调研的路上，就是正在走村入户深入调研，那种“人间烟火”的

感觉，让人不自觉想要亲近。宁德地区一共有四个特困乡，习

近平同志现场办公，分别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尤其是下党乡，

习近平同志半个月内就去了两次，第二次听说下党乡遭了洪

水，他仍要前往，说一定要见到群众才可以。后来已经到省里

工作的习近平同志，还是忘不了下党乡的人民群众，1996 年

他再次走进下党乡组织现场办公。

从 1988 年开始的四下基层、三进下党乡探索“弱鸟先

飞”，到 2013 年在十八洞村正式提出“精准扶贫”，再到今年 4

月 20 日在陕西省柞水县小岭镇金米村直播平台前与群众话

脱贫，30 多年转瞬之间，变的是岁月，不变的是对人民群众的

情感，总书记用一言一行践行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践行

着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种深厚的为民情怀感动着我，

相信也感动着每一个读过这本书的人。

读《习近平在宁德》，让我更加明白，身为国家公职人员，

不仅要保持清风正气，更应走到群众中去，走进群众心里；要

时刻心系人民，践行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诺言，为人民

群众的幸福生活，为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贡献自己的

力量。9

□许严

《小车不倒只管推》是河南作家张小莉的一部长篇纪实小

说（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央视《读书》栏目日前分上、下两期

与读者分享了这部作品。这部近 20 万字的小说，素材取自上

世纪五六十年代，河南省优秀农村基层党员干部、许昌市建安

区（原许昌县）水道杨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杨水才的模范事迹。

杨水才生前十几年如一日，以蓬勃的激情和坚强的毅力，

带领家乡群众挖塘治岭、植树造林、兴办学校，从物质和精神

层面改变了水道杨村贫穷落后的面貌，“小车不倒只管推”是

他的名言，也是他廉洁奉公、艰苦奋斗无私精神的写照。

脱贫从来都是一场攻坚战，在这场战斗里，杨水才一直冲

锋在前。1966 年 12 月 5 日凌晨，杨水才病逝在办公桌前。

1969 年 7 月 13 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长篇通讯《一不

怕苦、二不怕死的共产主义战士——记共产党员杨水才同志

的光辉事迹》，全面介绍杨水才的感人故事，在全国掀起学习

杨水才的热潮。

杨水才的艰苦奋斗精神历久弥新，具有穿越时空的永恒

价值。时光过去半个多世纪，当下正需要能再现这个光辉英

雄形象的文学作品。《小车不倒只管推》即是在“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中产生的一部紧扣时代脉搏，呼唤英

雄、讴歌英雄的力作，也是一部观照人民生活、命运和情感，表

达人民心愿、心情和心声的作品，小说不仅把许昌人民群众实

干苦干的精神品质展现了出来，而且让红色基因、英雄精神焕

发出了新的活力，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有人说，英雄是一束纯净的光，可以照亮无数人的前路。

今天，通过《小车不倒只管推》这部作品，杨水才这座精神丰碑

得以穿越时空，再次回到人们的视野，相信会有更多的人将在

英雄奉献精神的感召下，在脱贫攻坚道路上更加奋发有为，开

拓进取！9

□赖学香

1987年 9月，注册资本仅仅2.5万元的华为公司在深圳创
立，43岁的任正非为法人。经过 32年的筚路蓝缕，华为已成
为全球领先的信息与通信技术解决方案供应商。2019年，华
为名列世界 500强，在 5G 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领域纵横驰
骋，成为让对手甚为忌惮的超大企业。世界有中国，中国有华
为，华为有任正非。如今的华为不仅仅是一家世界五百强公
司，更是中国企业激流勇进、逆流而上的时代象征。

中国企业多年来一直扮演着亦步亦趋的学生角色，我们
早就应该孕育出华为公司这样的企业了。然而知易行难，华
为在通往国际市场的漫漫征途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反而处
处可见荆棘和陷阱。华为留下的那些悲壮有力的脚印，将给
有志于开拓国际市场的中国企业以借鉴和启示。“华为没有成
功，只有成长”，直到今天成为世界知名企业，任正非仍然是这
个态度。这种居安思危的态度让一大批小富即安的企业家们
感到汗颜，他们都想知道任正非是如何将华为一步步带上行
业巅峰的，都想破解华为的成长之谜。

经济学硕士林超华认为华为创造的商业传奇，离开了任
正非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任正非是一个少有的同时具备卓
越的战略眼光、极强的执行力与商业雄心的企业家。当然也
离不开任正非打造的优秀团队。林超华最新出版的《任正非
传》（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包括“从超越别人到超越自

己”等十三章，以探究事实真相的写实手法，以多述事件、少发
议论为原则，以任正非的人生经历、创业历程为主线，重点讲
述了他的独特个性、管理理念、精神追求和他学者的思辨、智
者的胆识、军人的风度、大师的风范、哲学家的深刻和作家的
浪漫诙谐，以及华为员工的自发性成长、艰苦奋斗，华为组织
的持续自我否定和演进，伴随着 30多年企业成长的风风雨
雨，展示一个具有独特魅力的现代企业家形象。

1982年，任正非从部队转业，来到成为改革试验田的深圳，
在一家国有企业下属公司任职，没想到就在这一年多的时间
里，他遭遇了人生的两次重大打击。痛定思痛后，他决心“下
海”创业。他以“活下去”作为华为公司发展的最大动力，以“深
圳速度”飞速发展。在任正非的带领下，华为专注于通信领域，
埋头苦干，终于走到了行业的前列，几乎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
都使用过华为的技术。关于华为基业长青的秘诀，作者认为原
因如下：树立理想，愿景驱动；走正道，努力打造一个有灵魂的
企业；团队保持活力，组织结构“均衡发展”；强调项目奖、过程
奖和及时奖；结成“生命共同体”，让华为人万众一心。

其实华为没有秘密，任何人都可以学。华为没什么背景，
没什么依靠，也没什么资源，唯有努力工作才可能获得机会。
这是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快速变化的时代，各种机会和
挑战以更快的速度扑面而来。但竞争有多残酷，机遇就有多
广阔，华为正是凭着踏踏实实的工作，才真正成为行业的领导
者。9

□梁深义

《战春秋》是作家海飞新推出的一部长篇小说，作者以其
个性化的语言，富有魅力的表现力，展现了独特的小说艺术
手法，把读者带回到两千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天地间，去感
受那些既陌生而又熟悉的古人们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成
功与失败……

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在吴国越国等诸侯国争斗时期，月亮，太阳，风，雨，雪和

漫山遍野的花草，地里的庄稼，河里船只，矿铁，金银财宝以及
刀枪剑戟等冷兵器，一年四季中，这些和当时人们的生活以及
命运息息相关，无论你是达官贵人或是一介平民。而这些，既
和今世今人有某些共同点，也有相当大的差异，即古代文明和
现代文明的差别。

小说家不是史志工作者，作者是用小说艺术再现历史人
物和故事。因此，《战春秋》更具有历史的本质性真实和艺术
的感染力。

公元前493年至 473年间，前后发生了勾践卧薪尝胆、尝
粪问疾和三千越甲可吞吴的历史传说，传说流传了多少代，到
了海飞笔下的《战春秋》，是一幅怎样的画卷呢？无疑，小说围
绕着吴国扩张欲称霸九州，而越国战败后隐忍复国等等一系
列故事展开，繁杂性不言而喻。读者从字里行间可以读出古
人的智慧以及愚蠢，阳谋与阴谋，仁慈与残忍，忠诚与叛逆，信
任与怀疑等，那一时期的刀光剑影，血雨腥风，宛在眼前！

《战春秋》中出场人物和提到的人有 30多个，如范蠡、西
施、勾践、幽羊、夫差、伍子胥等。这一串人物可圈可点，个个
让人难以忘记。若要问，这其中哪一个人物该首先提及？个
人认为，应是小说中的吴国大将军伍子胥。这是因为，作为吴
王夫差最得力的干将、最值得信赖的人，伍子胥忠于夫差，尽

忠报国，吴国虽打败了越国，他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不断
向吴王提出攸关吴国生死存亡和发展的看法与建议。遗憾的
是，由于夫差的自大自傲，没有听取伍子胥远见卓识的意见，
才发生了后来的一系列相关故事，一系列相关的诡异变数，最
终导致越国转败为胜。

吴国越国大反转结局的发生，即根本性变化，可以肯定与
伍子胥的建议不被采纳，夫差个人过于自信有关。在范蠡和
伯嚭合谋挑拨下，有关谣言像一枝枝毒箭射向了伍子胥！误
会导致了夫差在昏昏沉沉中作出对伍子胥赐死的决定。而夫
差在朝堂上打了一会瞌睡猛然惊醒后，才意识到自己的决定
是一个糊涂决定！但已经晚了。夫差在西施陪同下去了伍子
胥府中，夫差面对吊着的伍子胥尸体，抱着他僵硬的双腿，泪
流满面地说：将军，我错了……

是的，古人有古人的行为道德和行为方式。在古代，上层
的王公贵族和底层平民百姓的行为准则不相同，和今人更有
差异，但是，共性也有，有些共性则是万古不变的。读者从海
飞的字里行间，可以明显感受到在古代残酷的冷兵器时代，敌
对双方不仅仅是硬拼硬打，还有巧设计谋克敌制胜的智慧。

读者从小说的字里行间还能看到更多的历史和文学人
物，范蠡和西施自不必说，还有为效命越国而在吴国建设馆
娃宫和若耶宫，并不惜性命暗中打通通往吴宫的那一群越
国工匠们……

海飞先生文采飞扬，想象力达到了一定的艺术境界。如
采用拟人手法写动物，让它们成为某段故事情节中的一个角
色，活灵活现，自然成趣。一部《战春秋》之所以能让人爱不释
手，是它的故事有别于民间传说的俗，小说的艺术含量高，因
此耐人品阅；尤其是海飞笔下的人物，性格鲜明，令人过目难
忘，读者掩卷之时不得不对古时的社会百态产生遐想，对当年
不同人物的命运发出叹息！9

本书关注的是三场正在
发生的科技革命，即个性化制

造革命：个人掌握设计和制造各种材
料和物品的能力；智能革命：计算机开
始模仿人类的部分语言和思维能力，
人类也在此过程中得到提升；生物革
命：人类赢得了对其他物种及自身的
生物控制力，并开始施加影响，让世界
变得更健康、更睿智、更美好。作者预
测了它们在未来生活场景的应用，以
及它们可能给人类带来的威胁和人类
又该持怎样的价值观对待和利用科技
赋予我们的力量等。

《未来生活简史：科技如何塑
造未来》
[以色列]罗伊·泽扎纳著
寇莹莹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著名中国问题研究
专家郑永年教授关于未来贸易

趋势的一部系统理性思考的著作。作
者从全球化与地缘政治的视角对中美
之间贸易摩擦产生的原因、本质进行
深度思考与分析，并对中国如何应对
作出战略性考量，明确指出中国坚持
开放就不可能被孤立。书中还系统解
答了中国如何从“引进来”到与世界贸
易体系“接轨”，再到现在中国如何“走
出去”这一关键问题。9

《贸易与理性》
郑永年著
东方出版社出版

好书推荐

走进群众心里
——读读《《习近平习近平在宁德在宁德》》

再现英雄形象
讴歌脱贫攻坚

新作评论新作评论

构筑万物互联新时代构筑万物互联新时代
——读读《《55GG新产业新产业：：商业与社会的创新机遇商业与社会的创新机遇》》

“没有成功，只有成长”
—读《任正非传》

重返两千年前天地间重返两千年前天地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