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部有温度的共和国创建史

BOOKS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中共上海市委
党校第三次“同读一本书”活动，选择阅读《诞生：

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以下简称《诞生》）。
《诞生 》共 10 个篇章 ，从 1949 年 1 月到

10 月，一个月一个篇章，温情讲述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孕育史。 本书摆脱了学术史的沉重，却
又保留了信史的翔实可靠， 同时兼具故事性，

以故事讲思想，触发阅读者很多感想，以下即
为党校部分学员所撰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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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生格局，看历史结局
2019年上海市党外中青年干部培训班 王丽伟

读《诞生》这本书，我最大的感受是人生格
局与历史结局的关系。分析这种关系，需要从
几个细节开始。

首先是毛泽东对待傅作义的态度。1946年
9月，解放军在大同、集宁败于傅作义的军队，

傅作义发来一封《致毛泽东的公开电》，口气极
其嚣张。毛泽东读完后，说了八个字，“不报此
仇，誓不为人”。但在 1949年的平津战役中，毛
泽东却不再与傅作义计较了，并在新中国成立
后，任命傅作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兼水利部部
长。

还有个细节，是关于宋庆龄的，也是书中
非常让我感动的一段：在上海庆祝七一的会议
上，身体不适的宋庆龄参加了会议并撰写了祝
词。在对抗国民党的战争还没有取得最后胜利
的关键时刻，能得到宋庆龄的祝福，中共领导
人非常欣慰。宋庆龄的祝词如下：“这是中国人
民生活中的一个最伟大的时期，他们的完全胜
利已在眼前。向人民的胜利致敬。”

不同于前面两个正面的细节，后面还有两
个负面的细节，是关于国民党的。

在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胜利渡江之后，以
伪行政部长何应钦为首，大批的国民党官员大
量劫走国库财产。机场上挤满了达官显贵以及
他们从人民身上刮来的行李细软。

无独有偶，蒋介石下野前，抢运了几百万
两黄金、白银至台北、厦门。下野的当天，还下
了两道命令， 一道以预支军费的名义将金银、

美元取出，一道给中国银行，要求提取美元一
千万给毛邦初，也就是蒋介石结发妻子毛福梅
的族侄， 改以毛邦初私人名义存入美国银行。

据统计，国民党撤退台湾之前，运走了 277.5万
两黄金、1520万枚银圆、1537万美元、 珠宝以
及大量外汇，总价值约 5 亿美元。蒋介石几乎

以全中国的财富， 打造了自己领导的舒适小
窝———台湾，却丝毫没有想到那时的中国已是满
目疮痍、破烂不堪，丝毫没有想到处于水深火热
之中的中国大陆五亿多人民。

相比之下，格局高低已然分明。格局不同，历
史结局自然也不相同。在毛泽东的带领下，解放
军赢取了济南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渡河战
役、西南战役等，中国人民终于实现了百年的共
和梦想，一个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现在世界
的东方。

蒋介石带领的那些国民党官员们，我不知道
他们一生是否用完了囤积的财富，或者他们的财
富够他们的子孙们用到何时。但是有一点是可以
明确的，作为军队的统帅，不身先士卒，领导士兵
们战斗到最后一刻， 却考虑着如何临阵脱逃，为

未来囤积财富，这种格局为人所不齿。

东汉马援曾说过：“男儿要当死边野，以马革
裹尸还葬耳”，面对这样的豪迈，还有项羽那种不
肯过江东而自刎于乌江的决绝，蒋介石及其部下
情何以堪？

应该说，国民党的官员们确实用钱财换来了
他们一生的荣华富贵，蒋介石也以这些财富保证
了他龟缩之地的繁荣，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在史
册上为他们买了一个位置，那是留给自私、无能、

懦弱却又妄想身居高位的人们的，注定要被世人
所耻笑。

而这些载入史册的不同人的不同结局，都取
决于一个因素，那就是人生格局。

孔子曾将“德不配位”分成三个部分，分别是
“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孔子还
曾讲过，“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些都说明
着同一个道理，就是如果我们想为国家的发展奉
献一份应有的力量，还是要砥砺人品、人格，形成
大的人生格局。

一幅满怀深情的“1949”画卷
第 97 期上海市机关处级领导职务公务员任职培训班 杨铭

知史方可鉴今，慎初才能及远，翻开《诞
生》，仿佛置身于一幅名为“1949”的画卷，浓墨
却又意浅，壮阔却又寻常。我们看到了新中国
成立前最后的波谲云诡，也看到了共产党人坚
定信心的沉着冷静，从一月的新年献词“将革
命进行到底”到四月渡江战役的胜利，从五月
上海的解放到九月全国各级人民代表会议纷
纷召开，从七月《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发表到十
月震惊世界的声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
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作者用细腻翔实的
笔触带领读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起点找寻
共产党人的初心。

《诞生》的开篇对比了两篇同一日发表的
文章，蒋介石的“新年文告”和毛泽东的“新年
献词”，前者面临失败却仍然在推卸历史责任，

试图假借为人们祈求和平的福祉以续命蒋家
王朝；后者则是迈着胜利者的步伐预示着“在

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
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 正孕育而
生！历史的长河行进至此，救亡图存、实现民族
复兴和人民幸福已扎根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初
心之中，将革命进行到底，其作始也简，其将毕
必也钜。

书中讲了个有趣的小故事，描述了一位叫
李岩的年轻人通过设计自动升降装置解决了
典礼升旗仪式尴尬的情况。在一个不容有失的
场合临时设计这样一套装置，连周总理都不是
很放心，但李岩凭着在战时积累的工作经验和
自学成才的技术水平啃下了这块硬骨头。这样
的人和事在 1949年不胜枚举，有在淮海战役、

平津战役、 渡江战役立下赫赫战功的青年将士
们，有在国名、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元确定
过程中出谋划策的文人墨客们，有在新政治协商
会议筹备会上侃侃而谈的各党派精英们，他们以
及在 70年中不断涌现的青年才俊们奠定了中国
梦的基础。

1949年 5 月 27 日，上海解放。书中详尽描
述了作为新中国经济心脏的这座城市在 1949

年 5 月发生的每一个细节，彰显了中国共产党
管理现代经济的水平和能力。“还是在 5 月上
旬，邓小平在给毛泽东《关于渡江情况的报告》

的电报中，对进入上海后可能遇到的金融问题
提出了看法， 认为：‘当前最复杂的问题是金

融，估计伪金圆券问题已不严重，人民券发行
尚属顺利，筹码暂时勉强够用。今后主要是对
付银圆和反对敌人、 奸商投机捣乱的斗争。’”

总设计师果然言中，也证实了上海在经济工作
中的重要地位。70 年后， 上海的眼光早已不再
局限于金融中心，而是将目标定位于建设“五
个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作为
这座城市的一员，看到《诞生》中的故土，势必
要坚定守卫上海的信心和发展上海的信心，让
上海这座城 “更像上海”“更是上海”“更能上
海”。

70年，于人为古稀，于国恍如初生。草摇叶响
知鹿过，松风一起知虎来,一叶易色而知天下秋，

历史的发展总是有一种必然在其中。走完“1949”

这幅满怀深情的画卷， 我找寻到了新中国顺民
意、得天下的答案，也感受到了一股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的正义力量。

以史为鉴，更要以史为路
第 58 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 陈敏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无论我们走得
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当合上《诞生》这
本书的最后一页时，我对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两
句话有了更深刻的体会。《诞生》带领我们穿越
了时空，回到共和国孕育的最初，去寻找共产
党人的初心。我们仿佛身处其境，江河般浩瀚
的往事扑面而来，如此近切。

《诞生》的开篇，从中国革命进入即将取得
全国胜利的关键时刻讲起。在这个历史的紧要
关头，是乘胜追击，将革命推向前进，还是见好
就收，停止斗争的步伐，必须作出正确的抉择。

为此， 毛泽东在即将进入 1949 年的时候，在
《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年献词”———《将革命进
行到底》。鲜明地指出，中国共产党唯一的选择
就是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实现中

国革命的彻底胜利。毛主席的新年献词，宛如
一声春雷， 宣告一个自由和民主的春天的到
来，共产党人的革命斗志备受鼓舞，最终解放
军胜利结束三大战役，取得了解放全国的决定
性胜利。

这篇战斗檄文饱含着共产党人的彻底革
命精神，至今依然闪烁着时代光芒。

《诞生》 中详细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

1949 年 7 月 1 日， 我们党建立 28 周年的日
子，毛主席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这
篇文章有针对性地论述了民主革命胜利后到

底要建立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 阐明了即将成
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 毛主席向全世界
宣告： 实行人民民主专政， 就是 “人民民主独
裁”，就是“只让人民有发言权”。这是革命胜利
后，对“国家政权应该怎样组织，国家应该怎样
治理”这一关系国家前途、人民命运的根本性问
题的响亮回答， 充分反映了我们党在制度设计
上的高度自信和自觉， 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深
刻把握和创新发展。

在《诞生》的尾篇，详细描写了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前后的故事。字

里行间，各界民主人士参政议政的热情、对新中
国的热切期盼喷涌而出。 古语说：“千人同心，则
得千人之力；万人异心，则无一人之用。”我们党
在新中国孕育的过程中，拿出极大的诚心、耐心、

真心，最大范围地汇聚各界追求和平与民主的爱
国力量，从相互理解到心灵契合，坚持不懈，九九
为功。

时间是历史的见证者， 也是伟大的书写者。

《诞生》这本书带我们重温了 70年前新中国的最
初岁月， 回顾了我们党是如何实现民族独立、人
民解放、国家统一的艰辛探索。十个月的孕育历
程既是基于历史的，更是面向未来的。正是有了
这样的先行示范，我们党才能领导亿万人民经过
70年的艰辛创业，70年的砥砺奋进，实现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国家与人民，正在新生
第 72 期党政机关正处级干部轮训班 李保仁

《诞生》以月份时间为卷轴、以重大历史事
件为牵引，多角度、立体式、全场景地记录了新
中国的诞生，并阐述了新中国诞生的内在逻辑
和历史必然。仔细阅读，既像读历史，又像讲故
事，更像聊家常，内容看似轻描淡写，史料犹如
信手拈来，道理则力透纸背，体现了作者对历
史的敬畏和对中国共产党人的自信。

在《诞生》引言中，作者写道：“到了 1840

年”，“从皇帝到臣子，从知识分子到平头百姓，

都在思考和寻求中国的出路”， 从君主立宪到
建立民国，“喊得最多的口号就是为了 ‘共
和’”，但最后“中国人的百年共和梦，历史性地
落在了中国共产党的身上”。那么，中国需要一
个什么样的共和国？中国共产党凭什么能实现
百年共和梦？

时代是思想之母， 实践是理论之源。1949

年 1月至 10月， 中国共产党面对两种不同国
家前途、两种不同国人命运的抉择，提出“共
和”新理论，确立了新中国政治走向的路线图，

为建立新中国做了思想上、理论上、政策上的
准备。一月份中共中央作出《目前形势和党在
一九四九的任务》（共 17条），初步提出孕育一
个什么样的新共和国的方案；三月份召开七届
二中全会， 初步明确新共和国的经济构成、政

权性质、工作重心、主要矛盾等重大问题；七月
份毛泽东同志发表 《论人民民主专政》，“既给
新中国作最后的理论奠基，也是向全世界昭告
新的共和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政策”，

“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九月份产生的《共同
纲领》，全面明确国家制度、政权制度、国名等
根本问题，“正式开启新中国的建国模式”。由
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新中
国很有信心，这种信心源自中国共产党的长期
摸索和实践，创建了符合时代要求、适合人民
需要、契合中国国情的科学理论，找到了一条
新路。这是党成立以来的全部实践，也是我们
当前深化改革发展的根本遵循。

1949年 1月至 10月， 解放战争面临重大
转折，中国共产党人敢不敢继续斗争、斗争彻不
彻底、斗争结果怎么样等重大问题摆在面前。以
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以坚决的行动回答了这
些问题， 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面对斗争的自
信、敢于出击并取得胜利的自信。一月份的第一
天，中国共产党开始谋划和平解放北平，但“这

一天还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军事管制委员
会”，“成立了北平市人民政府”；五月份“毛泽东在
琢磨着上海，蒋介石也惦记着上海”，但国民党采
取了“高压还有怀柔”的做法，妄想拼死一搏。共产
党则准备接受干部、组建接受机构、整肃进城部队
纪律和恢复生产准备等。可见，北平、上海战斗还
未打响，胜负已定、格局已现，因为“在毛泽东的心
中，北平已经属于人民了”，上海“被拿下只是时间
问题”。这是何等的胸怀和自信。

渡江战役前，中国共产党又面临是“划江而
治”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历史抉择，最后以
坚决的斗争予以国民党最后一击，且“打过长江
去，解放全中国”；渡过长江时，面对英国军舰炮
击，坚决反击并击沉英舰“紫石英号”，打出了中
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风骨和自信；新中国建立
前夕，面对美国发表白皮书，恶毒攻击即将诞生
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迅速反击，“毛泽东甚至亲
自动笔写了 5篇文章”。 这些不仅彰显了中国共
产党人对历史负责的政治品格和敢斗必胜的自
信，而且“树立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可以

称为一次唤醒民族自觉的思想解放运动”。

在《诞生》的引言中，作者开篇就提出“2000

多年来，帝国之下，国家是谁的”“100多年前，国
家是谁的”这个历史命题。在引言的结尾，作者初
步给出了答案：即 1948年自香港赴大连响应“五
一口号”的“胡愈之认为，夺取全国胜利，用不了
毛泽东说的两年。除了军事形势之外，还有一个
人心向背的问题”。 这是对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形势的大胆预判，也是对革命
提前取得成功的高度自信。

1949年 1月至 10月， 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
中国共产党人以更加自信的姿态和行动进一步
回答了这一历史课题。 正如北平一位学生所说：

“我们过去所渴望的、 追求的并且不惜以鲜血来
争取的日子，终于来到了。”特别是傅作义和张治
中在 1949年 4月和 6月分别向全世界发表 《和
平通电》和《对时局的声明》，“以所见所闻讲述了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成功”。因为“中共以二十多年
的奋斗经验，深得服务人民建设国家的要领”，那
就是“国家要求新生，也正在新生。人民要求新
生， 也正在新生”，“我们国家民族的前途已显出
新的希望”。因此，全国各族人民以主人翁的极大
热情关心国事、参与国事、贡献力量，以实际行动
鲜明地回答了“这个国家是谁的”。

《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
董伟 著
东方出版社

食物，如何记忆
■ 郑渝川

在全球许多国家，妈妈们常常都
在为一个共同的问题所烦恼，那就是
怎样让孩子心甘情愿地吃下那些健
康食物，而不是过甜的垃圾食品呢？

英国著名食品作家、 历史学家、

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思想史研究员
比·威尔逊在其所著的《第一口：饮食
习惯的真相》书中指出，人们包括孩
子们对于食物的偏好，确实会与遗传
有关，但也会出现食欲、进食速度、享
受食物程度等方面的变异，更为关键
的因素是，家庭与文化、记忆与性别、

饥饿与情感。某种意义上讲，孩子们
喜爱甜食，尤其是那些被称为垃圾食
品的快餐、包装食物，而对新鲜蔬菜
形成排斥，并不是因为他们缺乏分辨
能力、意志力。

《第一口：饮食习惯的真相》这本
书融合了历史研究以及食品心理学、

神经学、营养学的研究成果，深入分
析了饮食习惯如何受到社会性因素
的影响，并从改善饮食、增进健康、提
高生活质量的角度，提出了翔实可行
的建议。

如前述，饮食习惯与遗传基因倾
向确有关系， 但这种倾向的影响水
平， 取决于具体个人的成长环境、生
活背景。按照本书作者的说法，不同
的人对于味道具有不同的敏感程度，

可分为均值者、迟钝品尝者和超级品
尝者，迟钝品尝者对于各种味道的感
知程度较低，更容易嗜好过甜、过咸
等“重口味”的食物。

要让孩子多吃蔬菜，就需要在其
1至 3岁时为其提供。《第一口： 饮食
习惯的真相》书中指出，孩子不免有
新奇恐惧症，害怕吃新的蔬菜，有些
孩子也不喜欢吃鱼肉。“这可能是人
类在野外觅食，防止自己中毒而进化
出的一种安全机制。”所以，每种新食
物都需要一遍又一遍地让孩子尝试，

力争让孩子选择其中一部分爱吃的，

以及另外一部分可以接受的蔬菜。书
作者提醒，一些父母为了让孩子答应
吃蔬菜，用吃菜之后奖励吃糖来诱惑
孩子，这种做法其实会诱发“过度理
由效应”， 会刺激孩子更加爱吃被作
为奖品的糖。

书中还提到，为了让孩子更快地
接受蔬菜，有必要让孩子刚开始吃蔬
菜时（6个月至 2 岁），就开始吃一些
有味道、具有挑战性的蔬菜，如菠菜、

菜花、甘蓝等，而不能只以味道温和
的冬瓜、胡萝卜、红薯等作为辅食。

食物习惯与人的食物记忆密切
相关。所有婴儿都会对甜味形成强烈
的偏好，都厌恶酸味和苦味，而婴儿
的另一种食物记忆、味道记忆源自对
母体羊水的味道。 科学实验表明，孕
妇怀孕期间如果经常吃诸如茴香、蒜
味等味道的食品，或是甜味过量的垃
圾食品，孩子出生后会对上述味道分
别形成偏好。《第一口：饮食习惯的真
相》书中谈到，孩子出生后除了母乳
喂养，如果添加相应的蔬菜汁，也能
有效影响孩子日后的饮食习惯。

当孩子一天天长大，要巩固其较
好的饮食习惯，防止偏食、形成对垃
圾食品的嗜好，父母就要努力改善孩
子的食物记忆。这也就是说，家庭一
日三餐应尽可能地均衡化，还要让营
养食物的色香味俱全， 这样一来，再
加上家庭生活带有的温馨感，孩子对
营养食物形成的记忆就会深刻。反
之，如果父母老是用外卖、方便食品
才凑合一日三餐，这将对孩子的食物
记忆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

《第一口：饮食习惯的真相》这本
书再三强调的一个要点是，要避免强
制、强迫多次、高压力情况下让孩子
尝试一种食物，这会增强其对具体某
种食物的反感。

在我国和世界其他一些国家，祖
父辈隔代抚养孙辈，或是三代同堂由
老人代管孙辈的现象颇为常见。这有
益于祖孙三代相互照料，增强彼此的
情感慰藉。但这也产生了过度喂养的
问题， 即而今 60至 80岁的居民，大
多经历过食物短缺时代，所以在对孙
辈的喂养中出现了提供过度的高脂
高盐高油食物， 并因此导致孙辈肥
胖。《第一口：饮食习惯的真相》书作
者强调，传统喂养方法的核心就是频
繁地喂孩子吃东西、给孩子吃大分量
的东西、对孩子哭闹的第一反应就是
给他吃东西、 有食物时强迫孩子们
吃，这些做法不仅导致孩子过度摄入
食物，而且最重要的是让孩子养成了
无节制进食的糟糕习惯。

《第一口：饮食习惯的真相》
[英]比·威尔逊 著
唐海娇 译
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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