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断舍离》

新版《断舍离》是“断舍离”创始人山下英子累积销量超
400万册畅销书“断舍离”书系集大成之作，修订50%以上内
容重新解读帮助读者重拾轻盈人生的生活哲学。理论+实
践全面升级，了解断舍离先读这一本！

《云边有个小卖部》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之后张嘉佳沉淀5年回归之作!让
刘十三陪着你，走进云边镇的春夏秋冬，见证每一场相遇与
离别。“有些人刻骨铭心，没几年会遗忘。有些人不论生死，
都陪在身旁。”满镇开着桔梗，蒲公英飞得比石榴树还高，一
直飘进山脚的稻海。

《唐史演义》

本书是基于《唐史演义》基础上再创作的作品，该书描写
了唐朝二百余年的兴衰全过程，刻画了唐太宗。武则天等历
史人物，对唐朝的历史进行了全景式的刻画。该书审校过程
严谨细致，不仅重新绘制了该书的绣像图与插图，还以最新
颁布的《通用规范汉字表》为参考，给生僻字全部做了注音。

《有钱人和你想的不一样》

富翁也有可能输掉万贯家财，但他们拥有“有钱人的头
脑”。而有钱人的想法，真的与穷人，甚至和生活小康的人都
不一样。全球销量逾200万册，席卷各大投资理财榜的金融
入门殿堂级作品《有钱人和你想的不一样》震撼来袭!本书中
17个财富档案，教会你有钱人和穷人不一样的十七种思考和
行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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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漳州会议
的综述中之所以说“如东大众哲学”是
个新哲学概念，是因为如东大众哲学的

“大众”是“众物之哲、众生之哲、众哲之
哲”中“三众”一统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大众”，它有别于“艾思奇的大众哲
学”，也有别于“王伟光的新大众哲学”。

北京大学赵敦华教授在“关于如
东大众哲学活动”的“访谈录”中指出：

“现在只有如东成为大众哲学之乡，特
别令人瞩目。这是因为如东的哲学工
作者们正确处理了普及与提高的关
系。哲学不普及到人民大众中，只能
成为少数人的清谈空聊，不能成为时
代精神的精华；而大众哲学如果不提
高，将成为日常经验的闲言碎语，甚至
被庸俗化。”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综述与
赵教授的评论启示我们，如东大众哲学

“普及与提高”的所谓相结合，就是我们
常说的“接地通天的研修之路”。以前

“坐地巡天阅风云、尊地敬天驭风云”两
篇文章，说的是如东大众哲学“是什么、
为什么”的问题，本篇要讲的是“做什
么”，也就是“接地通天生风云”的问
题。从“ 新大众写语典生辉扶海（人生
风云）、新视角放卫星畅游天寰（国家风
云）、新哲源治哲乱放光世界（世界风
云）、新体系三思维释慧人间（智慧风
云）”这样四个方面来分述。

一 、新大众写语典生辉扶海

如东大众哲学具有“三众一统于
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大众的意义，其中
普及活动的主要内容是在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指导下，进行如东大众哲语的
创作、应用与宣传。十数年来，如东成
千名大众哲语创作者，利用聊天哲学
组集体讨论创作、利用向报社大众哲
语栏投稿创作，积极参加大众哲语竞

赛创作，互相敬赠格言警句的哲语创
作等等，共创作了数以万计的如东大
众哲语。大众哲语简明扼要，每条仅
几十字，要求用比喻、追问、对比等启
发人思考的形式创作日常生活中的

“是什么、为什么、做什么”等各种哲
理，以进一步学习、应用和宣传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县委宣传部曾将如东
大众哲语作为全县党员冬训学习的材
料。南通市社科联领导曾誉之为如东
社科宣传的品牌，还专门印刷出版了
《生活中的智慧——如东大众哲语选》
的小册子向各县市散发宣传，南通日
报专版推介如东大众哲学活动，南通
广播电台社科之声栏目采访直播一个
多小时介绍如东大众哲学活动的内

容。如东县创新研究会还组织编辑出
版了《学以成人——如东大众哲语选》
的口袋书，面向全国发行。

历史上曾有过《菜根谭》、《朱子家
训》、等格言警句书留下了众多版本。
然而都是少数甚至个别作者创作，内
容多是偏重于某一或几个方面，语句
也是道德说教的多，哲学思辩的少。
如东大众哲语写的是大众生活中方方
面面的全方位内容，属于生活哲学类，
与大众生活零距离，有别于长篇大论
的哲学论述，都是“语典体”形式的短
语。之所以说是语典形式，是指工具
书类别而言，日用文化工具书，有查字
的“字典”，查词的“词典”，查“语句”的
则应是“语典”。《学以成人》这本口袋
书就是语典书，用它可以查阅人生在
世方方面面的哲理反思语句。

《学以成人》中的如东大众哲语
遍及人生的各方面时空，以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为主题，可分门别类地查
阅，体现了新时代语典的用途。口袋
书形式的排版，体现了字典、词典、语
典等系列工具书易于携带的特点。历
史上诸如《菜根谭》、《朱子家训》类格
言警句书，因人生某些方面的栏目欠
缺，难以查阅人生全方位典型的哲理
语句。因此，如东大众写的“语典”，可
以说填补了典籍工具类书中囊括人生
各方面语典集撰的空白。

《学以成人》全书约 10万字，2137
条哲语由近千位作者提供，经筛选录用
了598位作者的作品。作者中有工人、
农民、解放军战士、知识分子、青少年学
生，还有离退休人员、宗教信士等。

全书内容以“立身处世、乐业安
居”八字为纲，涉及人生较为完全的时
间、空间。从个人、家庭、亲友、单位、
集体、家乡到祖国、社会、世界；从理
想、价值、求学、修身、工作、奋斗到事
业、成就；从工厂、农村、商业、社区、到

机关、学校、医院；从工人、农民、解放
军及教师、医生、护士到保安；各行各业
甚至交通、车站、码头、港口、剧场、电影
院等等，一应俱全。在优化社会生态上
还有德法治国、廉政反腐、群众路线、生
态文明、改革创新、发扬传统、艰苦奋斗
直到抵抗外侮、食品卫生、道德风尚等
等；在提升生活品位上，一年中，从春
节、元宵节、清明节开始到青年节、儿童
节、中秋节、国庆节、教师节、敬老节到
除夕等各种节日依次分节反思。江苏
省社科联领导审看后称赞说，这是一本
全面贯彻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好工具书。但也有更多的读者则认为
这是一本各阶层人士欢迎，床头、案头
不可或缺的“哲学超市、精神快餐”。它

的实用价值不言而喻！其学术性成果
使古洲出彩、扶海生辉！

现在这类普及性的大众学习、创
作又在以“大众哲语三字言”、“如东人
喜爱的哲理成语”、“如东人爱讲的哲
理故事”等形式上进一步创新和发展。

二 、新视角放卫星畅游天寰

以如东大众哲学新视角思想为主
体，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刘
德中教授与我们合作的“马克思主义
过程思想与新时代哲学”一文在哲学
界顶层刊物《马克思主义哲学》上公开
发表，这在哲学界，无疑是在与千军万
马的智囊团共同奋斗，我们乡村海边
的大众居然也放了颗卫星。

众所周知，新时代在继承中国共
产党光荣传统的基础上产生了许多伟
大创新，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的、经
济的、文化的辉煌成就。例如，新时代
社会主要矛盾思想的创新；新时代反
腐倡廉形式的创新；国家政治体制改
革的创新；生态文明发展的创新；社会
综合治理的创新；全面从严治党的创
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创新；一带
一路建设发展思路的创新，等等，无不
举世瞩目。

这些创新决不是无源之水、无本
之木！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借
鉴古今中外制度建设过程中的有益
成果。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
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能够有效避
免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
益集团的弊端，有效避免一党缺乏监
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
端，有效避免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
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
社会撕裂的弊端。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既有深厚的历史传承，又有
宏阔的世界眼光，还有丰富的实践源
泉，融中华优秀传统、世界革命传统
和社会主义先进思想于一体，从而具
有了“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
来”的马克思主义“过程思想”的伟大
气度，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了更基
本、更彻底、更持久的力量。使中国
在恐怖主义袭击、颜色革命动乱、反
全球化浪潮而动荡不定的世界中成
为稳定高速发展的“圣地”，成为疫情
中的安定“绿洲”。这为中国由“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腾飞，提供了
坚实的稳定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

“过程思想”理论具体化和定域性创
新的唯物论。

“哲学认识”是全方位的认识，是
理论彻底性的认识，对时代变化过程
定域性认识的“变化定域认识论”是

“正在进行时”的认识论，是“定域”变
化的认识论，与抽象的不定域的“一般
进行时”的一般认识论相比，明显更具
体些、现实些、可操作些，这体现的正
是“真理是具体的”这一马克思主义真
理论思想。习近平新时代治国理政的
成功，反映的是新认识论，是“正在进
行时”的认识论。

习近平新时代治国理政颁布了一
系列措施和规定，以各种可操作的法令
法规使全国人民有方向可辨，有章程可
循，划了一条条必须严禁触碰的“底
线”，定了一个个具体行为的“规矩”，制
了一个个权力的“笼子”。虽然事物是
不断变化的过程，但是只要划定了一定
时空域里的“底线、规矩、笼子”，并且以
行政、法律、法规、措施使其变成一个个

“刚性”的“定格”存在，才能“抓铁有痕，
踏石留印”！人人有敬畏之心，从而有
效地保证人民利益的维护！这是对过
程按阶段进行“时空定格”的方法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哲学意蕴，在现实的“连续过
程”之中“定位、定域、定格”，在变化现
实之中正确地提出不变要求，这是在

“不断革命”中实施“阶段革命”的哲学
思想，是在“相对”中定位、定域、定格
得到“绝对”的哲学思想，也是在瞬息
万变、变化难测的世界中“以不变应万

变”的哲学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施政特色无不
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过程思想指导之下
进行“定位、定域、定格”的有时代之

“新”的哲学意蕴。
我国发展起来的新时代，使马克

思主义哲学在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中发
生了历史性转变。在探索“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哲学意
蕴”之新的过程中，重读各种哲学史，
我们深切地体会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意蕴博大精
深，它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
代化的体系性发展，也是对西方哲学
具有生长点式意义的创新，更是对中
国传统优秀哲学的继承和发扬。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哲学意蕴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
过程思想，揭示了“变与不变”辩证关
系的实质。世界没有一成不变的事
物，一切都在“生生”变化之中，扬弃各
种事物的所有个性特征，就使“过程”
这个既抽象又现实的概念成为“本
体”，如老子的“道”（人类行迹之路）一
样而凸显出来。人们通常认为的“不
变”只是一个近似的说法，事实上没有
绝对不变的事物存在，所谓“不变”只
是人们不同认识层次对“变”的一种

“定域认识”的近似“静止”。
这样的认识，消解了西方传统哲学

各种本体论中，“不变”如何能衍生出
“变化”事物来的悖论难题，使思维中出
现的“二律背反”、方法中“不变”规定

“变化”的原理，有了明晰的理解。自然
界本没有悖论，悖论只存在于人们的思
维中。人们将“无限”人为地当成“有
限”讨论，就会出现悖论；人们将“有限”
还原成“对无限的近似‘定位、定域、定
格’”，就可以消解许多悖论。

这样的认识，就使所谓的“规律”
具有了概率“定域”的意义；“真理是具
体的”原理具有了瞬时“定格”的认
识。于是具体的“阶段革命论”，就是
对抽象的“不断革命论”在实际阶段的

“定域”。而“后 30年不否定前 30年，
前 30年不能否定后 30年”，以及“一个
初心、各种底线、规矩、笼子”也就有了
形而上的可理解的哲学依据。于是一
切分析都必须注意“与时俱进”，具体
行为则必须定位、定域、定格去“踏石
留印、抓铁有痕”，才能一步一步循章
前行，保持不断前进的活力！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哲学意蕴还深刻地彰显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理学、心学”与

“法治、礼治”等玄妙哲学智慧的辩证
继承和发展，弘扬了《周易》生生不息
思想中“过程哲学”思想，去除了相对
主义的底色及不可知论的糟粕，从而
对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当代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
意义！

这样的哲学意蕴，使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具有了哲学的彻
底性，发挥了折服人的具大魅力！从
而使全体国人跟着共产党，具有永不
停息的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这是一个需
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
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
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如东大众
哲学注重从正面揭示具有原创性、
标识性的中国新时代的哲学理论。
在探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哲学意蕴”的过程中，深
刻阐发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意蕴”是具有
原创性和标识性的并且已经和正在
为世界作出贡献的中国理论，是在
提供“中国方案”中贡献的“中国智
慧”，绝非零打碎敲地套用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只言片语就能探索到的。
这一重大探索，在全国你追我赶的无
数专业研究大潮流中，我们如东的探
索无疑具有弯道超车的特殊意义！
而“马克思主义过程思想与新时代哲
学”一文在哲学界顶层刊物公开发
表，这是以马克思主义过程思想的新
视角畅游于天寰、晓喻于天下！

（未完待续）

接 地 通 天 生 风 云
——如东大众哲学活动不断攀升的研修之路（三）

□ 俞明三

海誓山盟
海誓山盟出自宋·辛弃疾《南乡

子·赠妓》：“别泪没些些；海誓山盟总
是赊。”指男女相爱时立下的誓言，爱
情要象山和海一样永恒不变。

哲理：每一个热恋中的人，都坚
信彼此的爱比山高、比海深，浪漫无
比。事实上，真正的爱情不是甜言蜜
语、海誓山盟的诺言，而是当海誓山
盟的激情退却后，在庸常生活里，两
个人平平淡淡地守护在一起，把柴米
油盐、一日三餐的日子过得有滋有
味，爱就藏在生活的每一件细微的事
情里。

在如东县小洋口旅游度假区，有

一条世界上最长的爱情长廊绵延伸向
大海，有最浪漫多情的爱情湿地，还有
一块象征着男欢女爱的海誓山盟石雕
屹立在滩涂上，当海面水淹草坪时，宛
如海角天涯，给人以无限的联想，吸引
了无数的青年男女驻足留连，摄影留
念。

（张新华）

尊师重教
尊师重教出自南朝·宋·范晔《后

汉书·孔僖传》：“臣闻明王圣主，莫不
尊师贵道。”意思是说尊敬师长，重视
应该遵循的道理。

哲理：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

的文明之一，也是唯一延续至今且不
曾中断的文明，这与教师一直肩负着
传道授业解惑之神圣使命是分不开
的。教育事关国家发展、民族未来，教
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尊敬教师、
重视教育，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得以源
远流长的最重要传承。

清末状元张謇是尊师重教的典
范，对自己的老师敬重有加。光绪八
年（1882），张謇的恩师赵菊泉病逝于
无锡，他因公务在身无法赶到无锡吊
唁，但写下了《无锡赵菊泉先生像
赞》，概括了老师光辉的一生。赵先
生去世十多年后，张謇在祭奠老师时
仍伏地而泣，说：“先生之卒距今已十

八年，墓木拱矣。尊酒俎肉，一献一
拜，曾何补于三载教诲饮食之恩万一
哉!”并亲自拟写《请建赵亭禀牍》，建
亭永志。

张謇先生曾立志要建设“新世界
雏形”之南通，为实现梦想，他在发展
实业的同时，努力兴办新式学堂，提
出“父教育，母实业”的理念，把教育
放在与经济同等重要的位置。在张
謇等仁人志士的倡导下，如东百年老
校密集，历来有尊师重教的好传统。
新时代的如东精神是“厚德力行，耕
海图强”，尊师重教是“厚德”所包含
的重要内容，教育也是如东最闪亮的
名片之一。 （陈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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