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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 居
绿树成荫袁小草旺盛袁河堤柳絮轻拂着绚烂的夏花袁与夏花

为邻袁小草尽显绿美曰与小草为邻袁夏花尽显娇艳遥
试想袁没有小草为邻袁夏花何以生存袁柳堤何以坚固钥植物相

互为邻袁共生共赢遥 植物界如此袁人与人之间又是怎样的呢钥  
古人云院野远亲不如近邻遥 冶可见在中国人眼中袁邻里关系是

非常重要的袁但现实生活却忍不住让人反思院我们所信仰的野远
亲不如近邻冶的观念哪一去了钥我们所追求的野一与邻为善袁与邻
为伴冶的和谐哪去了钥我们熟读的野肯与邻翁相对饮袁隔篱呼取尽
余杯冶的理想哪方了钥我们所羡慕的野莫笑农家腊酒浑袁丰年留客
足鸡豚冶 的淳朴哪去了噎噎我们所见的只有一张张冷漠的脸和
一颗颗互相猜忌的心遥

我们在繁华的城市里追求奢侈的物质生活袁 却把最纯真的
邻里关系抛在脑后袁等到我们清醒时才发现院通往城市的路始终
开放着袁通往邻里的门却始终紧闭着遥当宽阔小院老槐树下几位
老邻野陈年旧活袁农谚桑麻冶已成为过去时袁我们有的只是在钢筋
水泥的野金丝笼冶里寻求一方栖息之地袁那不断进步的防盗设施
在给我们内心安宁的同时袁也把我们和邻居彻底隔绝开来遥在环
境优美的小区和高楼大厦中袁 邻里间原本惯常的嘘寒问暖和互
相关照袁似乎都被冰冷的防盗门阻挡在外袁有事没事串串门的邻
里关系不知不觉中离我们越来越远遥殊不知袁在这坚实牢笼的编
织下袁野与邻为善袁与邻为伴冶的字眼也从我们脑海中消失殆尽遥

俗语说院野一百万买房子袁一千万一买邻居遥 冶面对渐行渐远
的邻里关系袁你一可曾想过要做些什么廿曰挽救这将被冷漠吞噬
的真情呢钥是继续守着野各人自扫门前雪袁莫竹他人瓦霜冶的大众
思维袁还是伸出一只善意的手野赠人玫瑰袁手有余香冶' 是继续紧
锁大门袁锁住他人也锁住自己袁从猫眼里窥探世界袁还是打开内
心的门袁架起沟通的桥梁钥 是见面时沉默不语袁还是报以善意的
微笑和贴心的话语钥

高山流水鸣于耳畔袁瘦菊幽兰馨于鼻尖遥 我想袁每个人心中
都有向往睦邻的梦想袁每个人都会为睦邻关系作出自己的贡献袁
睦邻必将成为社会的常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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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精神引向深入袁帮助人们全面准确理解野十
四五冶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袁切实把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袁 凝聚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尧向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强大力量袁 中央宣
传部理论局组织撰写了 2021 年通俗理论读物
叶新征程面对面曳遥 目前该书已由学习出版社尧人
民出版社联合出版遥

该书是 野理论热点面对面冶 系列的最新读
本袁秉承其一贯特点和风格袁集中回答干部群众
普遍关心的重大问题遥 记者了解到袁 从去年 11
月开始袁 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就组织力量开展深
入调研袁梳理出怎么看新发展阶段尧新征程如何
开启尧新发展理念如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尧新发
展格局如何加快构建等 14 个重大问题遥 中央有
关部门的同志和专家学者围绕这些问题袁 进行
深入研讨袁集中起草修改袁广泛征求意见袁在凝

聚各方面智慧的基础上完成了书稿遥
该书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袁紧密联系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实际袁
紧密联系干部群众思想实际袁从理论阐释尧新闻
视角尧问题意识尧语言特色尧历史纵深尧国际视野
等维度袁 对这些重大问题作出了深入浅出的解
读袁观点权威准确袁语言通俗易懂袁文风清新简
洁袁形式活泼多样袁既讲是什么又讲为什么袁既
讲怎么看又讲怎么办袁可作为干部群众尧青年学
生进行理论学习和开展形势政策教育的重要辅
助读物遥

据悉袁 为适应新的网络传播方式和读者阅
读习惯袁在出版纸质书的同时袁编者还组织录制
了配套有声书袁 并精心制作 14 集动漫微视频
叶新征程袁舞起来浴 曳袁通过角色化演绎尧故事化表
达尧场景化呈现尧趣味化展示袁生动活泼地展现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美好图景遥

华鑫

讲述植物的力量

《植物塑造的人类史》在京首发
植物跟人类存在许多有趣的故事袁 它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

么无趣袁也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静止遥 现代出版社出版的叶植物
塑造的人类史曳新书分享会近日在北京举行袁本书作者尧科普作
家史军表示袁本书旨在探讨院是人塑造了植物袁还是植物塑造了
人遥

叶植物塑造的人类史曳讲述了有关文明演化的宏大故事遥 从
促使人类定居的小麦和水稻袁到改变世界的花椒和土豆袁再到牵
动世界贸易神经的大豆袁 植物的力量显而易见遥 人类驯化了植
物袁植物却塑造了人类遥 同时本书对一些并不起眼的事物袁背后
隐藏着的文明演进的密码袁 进行了颇具新意甚至是颠覆性的破
译和解构袁富有趣味并发人深思遥

在分享会现场袁 史军以人的智齿尧 皮肤的颜色和大豆等为
例袁深入浅出的讲解了植物对人类社会的影响遥 他认为袁我们的
食物尧文字以及社会组织结构都受到植物的支配曰我们的经济尧
贸易以及对世界的探索都受到植物的支撑遥 他表示袁叶植物塑造
的人类史曳一书是想让更多朋友了解植物尧了解植物学尧了解植
物科学能够带来的影响遥 刘勉

·新书荐读·

奋斗新时代 奋进新征程

《新征程面对面》出版发行

有一篇脍炙人口的短文袁 建国后一直被选
入小学语文课本袁并堪称叶影响中国历史的九篇
政治美文曳之一袁被誉为野影响中华民族政治文
明尧人格行为和文化思想冶的经典曰

有一幅遒劲有力的题词袁最常见尧最广泛出
现在各级党政机关的办公地点袁 因为它传达着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袁 被一代一代共产
党人身体力行袁毕生实践曰

有一句妇孺皆知的名言袁上个世纪六尧七十
年代袁从老人到小孩说在嘴上尧记在心里袁让人
念念不忘尧温暖心间曰

有一句震耳欲聋的口号袁 在声势浩大的阅
兵仪式上袁在军威严整的解放军将士口中袁喊过
多少遍袁喊了多少年袁响彻天地尧威震山川噎噎

这篇看似普通的不能再普通尧 熟悉的不
能再熟悉的文章袁却是美文中的美文尧经典中的
经典遥 它就是毛泽东著作的经典名篇叶为人民服
务曳遥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前夕袁重
读毛泽东叶为人民服务曳的光辉著作袁感悟其思
想魅力袁对于深化党的性质宗旨的认识袁坚守初
心与使命袁意义重大袁回味无穷遥

叶为人民服务曳 原是 1944 年 9 月 8 日毛泽
东在中共中央警备团追悼张思德会上所作的著
名演讲稿曰新中国成立后袁被收入叶毛泽东选集曳
第三卷袁与叶愚公移山曳叶纪念白求恩曳袁并称为
野老三篇冶遥

叶为人民服务曳既是一篇悼念革命战士的沉
痛悼词袁更是一篇为人民服务的光辉宣言遥 全文
通过赞扬张思德完全尧 彻底为人民服务的崇高
思想境界和革命精神袁 不但阐明了中国共产党
人立党立国的根本宗旨袁 而且唤起了一代又一
代共产党人为实现党的宗旨而不懈努力袁 甚至
献出生命遥

在 1945 年党的七大报告叶论联合政府曳中袁
毛泽东对野为人民服务冶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袁
又一次强调 野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冶野我
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
的标志袁 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
的联系遥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袁一刻也不脱离
群众遥 冶党的七大党章首次增加了总纲部分袁并
将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写进其中袁 在党员
的入党誓词中袁添加了野为人民服务冶的内容遥 新
中国成立后袁野为人民服务冶 成为中国共产党立
党宗旨的高度概括语言袁 被中国共产党各级党

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作为座右铭和行动口号遥
有党史专家曾经说过袁 毛主席一生最伟大

的功绩袁就是提出了以野人民冶为中心的人民民
主主义思想遥1972 年袁当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
华问到野您的特长是什么钥 冶他回答院野为人民服
务浴这就是我的特长遥 冶顾名思义袁特长就是特别
擅长的技能遥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袁为人民服
务就是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共性特长袁 也是入
党的必要条件遥

历史是最好的见证者遥 当年毛泽东等老一
辈革命家率领红军将士袁在瑞金战斗尧工作和生
活了五年零九个月遥 从叶坪为谢大娘野开天窗冶
到沙洲坝挖水井袁 从牵挂武阳桥窄人行有危险
到野二苏大冶礼堂所作叶关心群众生活袁注意工作
方法曳的报告袁可以说袁毛主席是践行为人民服
务光辉思想的伟大典范袁 在红都瑞金留下了许
许多多情系百姓尧关心民生的动人故事遥

人民是党执政的根基袁民心是最大的政治遥
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袁野得民心者得天
下冶袁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遥 从 1944 年毛
泽东提出野为人民服务冶袁到党的十八大后习近
平总书记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袁 从艰
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年代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袁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
高的位置袁以野我将无我袁不负人民冶的精神境
界袁 坚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尧 为中华民族谋复
兴遥

重温毛泽东叶为人民服务曳袁我们不难看
到袁为人民服务袁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用
毕生心血在中华大地上写下的初心与誓言曰
为人民服务袁 是中国共产党根本宗旨和初心
使命的集中体现遥 党的百年历史袁始终贯穿着
一条红线袁那就是袁以人民为中心袁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曰党的百年历史袁就是一部践行党
的初心和使命的历史袁 就是一部为人民服务
的历史遥

野弹指一挥间冶遥 如今袁距叶为人民服务曳发
表已七十七年袁但它的光辉思想袁并没有随岁
月的流逝而褪色袁反而穿越时空袁更加熠熠生
辉遥 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袁好似一盏光芒万丈的
灯塔袁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尧
接续奋斗尧 坚毅前行袁 照亮着党的每一步征
程曰不管沧海桑田袁无论星移斗转袁为人民服
务始终是共产党人必须坚守的初心与使命袁永
远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浴

一条贯穿百年党史的红线
要要要重读毛泽东叶为人民服务曳

阴宋元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