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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阅读思想论略

□司新丽∗

　　摘要　对习近平阅读思想进行分析研究.结合习近平阅读生活,系统阐述习近平“爱读书,
读好书,善读书”九字阅读理念和所包含的阅读价值、阅读主体、阅读内容、阅读媒介、阅读方法五

方面的内容.习近平阅读思想深刻回答了当前社会普遍关注的三大阅读基本问题,即:为什么要

读书? 读什么书? 以及怎样读书? 对推动学习型政党、学习型社会建设和全民阅读活动的深入

开展具有指导意义,是当代中国的“劝读篇”.
关键词　习近平　阅读思想　全民阅读　阅读推广

分类号　G２５２．１７
DOI　１０．１６６０３/j．issn１００２－１０２７．２０１６．０５．００４

１　前言

作为建国后出生和成长起来的党和国家新一代

领导人,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人生道路始终与读书相

伴.读书是他长期身体力行、大力提倡和反复阐述

的一个重要问题.“我爱好挺多,最大的爱好是读

书[１].”根据目前的公开报道,习近平爱好读书至少

可以追溯到他的中学时代.据曾担任过习近平中学

语文老师的陈秋影回忆:习近平读书很认真,对课堂

上讲的不满足,自己还会读很多书.他很喜欢杜甫

的诗,对国学情有独钟[２].在他长达７年的农村知

青生涯中,更是读书不辍.“我到农村插队后,给自

己定了一个座右铭,先从修身开始.一物不知,深以

为耻,便求知若渴.上山放羊,我揣着书,把羊圈在

山坡上,就开始看书.锄地到田头,开始休息一会儿

时,我就拿出«新华字典»记一个字的多种含义,一点

一滴积累[３].”“爱看书”、“好学”,是梁家河村人对习

近平的评价.在他们记忆中,习近平经常在煤油灯

下看“砖头一样厚的书”,有马列著作,好像也有数理

化图书.“那时候不通电,他就在煤油灯下看书,有
时候吃饭也拿着书[４].”在条件非常艰苦的环境中,
习近平始终通过读书不断充实自己,而且还愿意和

读书人交朋友,他在正定当县委书记时认识的高大

山就是其中的一位,高大山去世以后,他还专门撰写

了«忆大山»一文回忆这位挚友.党的十八大之后,

习近平外出访问,每到一个国家总要谈及到访国家

的思想家和文豪,谈及自己的读书生活,这已成为他

外交活动的鲜明特点.
在数十年的阅读生涯中,习近平积累了渊博的

学识,也有着丰富而成功的阅读经验.他在正定工

作时就强调:我国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转变过程中,
全党上下都面临一个重新学习的任务.在宁德,他
提倡虚心向书本学习,向实践学习,要有一种雷锋的

“钉子”精神,挤时间学习,争分夺秒地学习.在浙江

工作期间,他撰写并发表了«理论学习要有三种境

界»«多读书修政德»«求知善读贵耳重目»三篇短论.
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又在中央党校先后发表«关
于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领导干部要爱读书

读好书善读书»«领导干部要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经

典著作»«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等重要讲话,对全党

全社会的阅读学习问题进行了系统全面的阐述.党

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谈到自己的读书经历,并
站在治国理政的高度反复强调阅读学习问题,在中

央党校建校８０周年庆祝大会上,对全党的阅读学习

作了专门论述,强调我们的党靠学习走到今天,更靠

学习走向未来,要求领导干部一定要把学习放在很

重要的位置上,如饥似渴地学习,哪怕一天挤出半小

时,即使读几页书,只要坚持下去,必定会积少成多、
积沙成塔,积跬步以至千里.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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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的阅读贯穿着他生活和工作的各个时

期,阅读伴随着他从一名知青逐步成长为地方领导

直到大国领袖.习近平的思想和智慧,来源于他参

与领导中国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来源于他对中

国历史和现实的深入研究,也来源于他对古今中外

浩瀚书籍不倦地吸收和扬弃.他的读书经历,赋予

他观察和认识世界的科学方法,赋予他治党治国治

军的政治智慧,也赋予他独具魅力的语言风格.他

关于阅读思想的重要论述丰富而深刻,从阅读价值、
阅读主体、阅读内容到阅读方法,既有理论指导性,
又有现实针对性,形成了系统全面的阅读思想.他

把自己的读书经验和全民的读书指南提炼为“爱读

书,读好书,善读书”九个字,深刻回答了社会普遍关

注的为什么要读书、读什么书以及怎样读书的三大

阅读基本问题,对推动学习型政党、学习型社会建设

和全民阅读活动的深入开展具有顶层设计的指导意

义,是当代中国的“劝读篇”.

２　阅读价值论

阅读价值是阅读主体和阅读客体之间需要和满

足的相互关系.树立正确的阅读价值观念,是解决

“为什么读”的根本问题,目的是要做到“爱读书”.
习近平指出,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人生成长之梯、
政党巩固之基、国家兴盛之要.学习的基本方式是

什么? 是阅读.阅读是人们汲取知识、获得智慧的

基本方法,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基本

途径.习近平在把握和理解阅读时,不是就阅读论

阅读,把阅读看成纯粹的个人行为,而是从现实个体

全面发展和中华民族振兴两个视角把握阅读的意

义.“阅读—本领—未来”是习近平论述读书价值的

过程逻辑.在民族复兴主题推动下的读书,是最有

价值的阅读.习近平关于读书价值的论述,是建设

学习型政党、学习型社会的题中应有之意,是全面加

强党的建设的重要一环,是对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

家关于读书学习价值和意义的继承、丰富和发展.
习近平一方面从个人发展的语境中论述阅读的

意义和必要性,强调“读书的好处很多,如可以获取

信息、增长知识、开阔视野,可以陶冶性情、培养和提

升思维能力等等[５].”阅读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中
具有普遍的求知、立德、开智等价值.另一方面,他
所提倡的阅读要求是在建设学习型政党、学习型社

会的前提下提出的,是在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背景下倡导的.从提升个人、社会和国家

的精神境界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
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２４字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对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建设民族精神

家园,具有基础性、决定性作用.读书学习在提升全

社会精神境界方面的价值同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要求本质上是一致的.教育专家朱永新

认为“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一个民

族的精神境界取决于它的阅读水平.一个国家、一
个民族的共同阅读决定着它的精神力量,而精神力

量对于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和核心竞争力起着关键的

培育作用[６].”每个个体的阅读水平,构成了整个民

族的阅读高度.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阅读水平是

衡量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指标.
在当前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人们的

思想和利益多元化的趋势更加明显,人们的共同语

言、共同理想、共同价值的缺失日益凸显.如果没有

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和思想基础,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就无从谈起.而阅读对于强化文化认

同、凝聚国家民心、振奋民族精神,对于提高公民素

质、净化社会风气、构建核心价值体系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任何社会共同体都是文化的共同体、观念

的共同体.而阅读和观念的关系,犹如一个硬币的

两面,密不可分、相辅相成[７].”我国历代的优秀作品

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生活的理想与

追求,体现了浓厚的家国情怀和人文精神,包含着中

华民族强大的精神基因.世界各国的优秀经典也传

递着推动国家、民族、社会以及个体进取向上的观念

力量.阅读是涵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

有效的途径,推进全民阅读有利于提升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文化底蕴,推动核心价值观更加深入

人心.

３　阅读主体论

阅读主体解决的是“谁来读”的问题.习近平在

不同场合对全社会特别是党员、干部、青少年等重点

群体的阅读问题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和希望.
习近平强调最多的是领导干部的阅读问题.习

近平在中央党校多次发表讲话,要求领导干部“认认

真真学习、老老实实做人、干干净净干事”,“要爱读

书、读好书、善读书”,并指出“我们讲认认真真学习,
基本内容之一就是读书.”他强调党员要在向实践学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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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向群众学习的同时,不断地加强向书本的学习,
学习党的基本理论,哲学、历史、优秀传统文化,现代

市场经济、现代国际关系、现代管理等方面知识[８].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指出,上海建设现代化国际大

都市,要进一步提高干部队伍的知识水平和干事创

业本领.要力戒浮躁,多用一些时间精心读书、静心

思考,主动加快知识更新、优化知识结构,使自己任

何时候才不枯、智不竭[９].
“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为学”.读书对于领

导干部来讲,首先是补充钙质的需要.“读书即是立

德”,读书修身、从政立德历来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

“钙”质,没有理想信念或者理想信念不够坚定,精神

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在现代领导活动

中,领导干部的人格力量对于做好领导工作越来越

重要,而人格力量的形成很重要的途径是读书学

习[１０].”读书也是领导干部提升本领的需要.习近

平指出,延安时期,我们党就注意到“本领恐慌”问
题,现在我们同样也面临“本领不足”的问题.随着

我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矛盾风险挑战前所

未有,如何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我国当前和今后不

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唯一的途径就是不断增强

本领,而本领要靠阅读学习和实践来获得.“事有所

成,必是学有所成;学有所成,必是读有所得”.“在
农耕时代,一个人读几年书,就可以用一辈子;在工

业经济时代,一个人读十几年书,才够用一辈子;到
了知识经济时代,一个人必须学习一辈子,才能跟上

时代前进的脚步[１１].”通过读书学习来增长知识、增
加智慧、增强本领,是新形势下做一名称职的领导干

部、胜任履行领导职责的内在要求和必经之路.
同时,领导干部读书也是改善阅读风气的需要.

领导干部在党内和社会上处于重要位置,具有强大

的行为导向和风气引领作用.领导干部阅读不阅读

不仅仅是自己的事情,还是关乎全党全社会读风、学
风的大事情.要实现学习型政党和学习型社会的建

设目标,不仅要改变部分领导干部自身存在的“追求

享乐、玩物丧志,不好读书;热衷应酬、忙于事务,不
勤读书;浅尝辄止、不求甚解,不善读书;学而不思、
知行不一,学用脱节”的现象,而且要通过发挥模范

表率作用带动全社会阅读活动的深入开展,改变目

前全民阅读不景气的现状.国际阅读学会的报告指

出,阅读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

未来.每一名领导干部必须充分认识全民阅读在提

高民族文化素质和国家竞争力上的重要意义,推动

全社会形成崇尚知识、热爱读书的良好风气,促进全

党、全民族素质的提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提供强有力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习近平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的讲话中

指出,“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

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

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事业靠本领成就的

观念,让勤奋学习成为青春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

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１２].”习近平在同北京大学师

生座谈关于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

强调“把勤学放在第一位.”大学阶段,风华正茂,“有
老师指点,有同学切磋,有浩瀚的书籍引路,可以心

无旁骛求知问学.此时不努力,更待何时? 要勤于

学习、敏于求知,注重把所学知识内化于心,形成自

己的见解,既要专攻博览,又要关心国家、关心人民、
关心世界,学会担当社会责任[１３]”.习近平在视察

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小学同小学生交谈时指出,“文化

软实力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体现,同学们要多背

诵一些优秀古诗词,长大以后才能文思泉涌[１４].”

４　阅读内容论

阅读内容解决的是“读什么”的问题,目的是要

做到“读好书”.“领导干部要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
什么补什么的原则,有针对性地学习掌握做好领导

工作、履行岗位职责必备的各种知识,多读与本职工

作相关的新理论、新知识、新技能、新规则的书,努力

使自己真正成为行家里手、内行领导.”“既要有比较

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又要有比较丰富的社会科学

知识,以不断提高决策和领导水平[１５].”就具体内容

而言,要读三个方面的书.
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包括“当代著作”和

“经典著作”两部分内容.“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是

领导干部领导素质的核心和灵魂,掌握马克思主义

理论是领导干部的基本功.”提高理论素养的最主要

途径就是读书.“当代著作”指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最新成果,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也包括党的十八

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治

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经典著作”包括马克

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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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要求“读马列、学毛著,要精,要原原本本地

学、仔仔细细地读,下一番真功夫”.他还特别强调

要在学习马列原著的时候“读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

基本著作”,不断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

性、创造性.习近平在主持第十一次、第二十次集体

学习时,两次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充分

体现了习近平对学哲学、用哲学这一党的优良传统

的继承和发展.习近平是这样要求的,也是这样做

的.他在知青时期读了很多马列经典著作,参加工

作以后特别是在河北、福建、浙江等地工作期间,作
为改革开放的实践者,他在工作非常繁忙的情况下,
阅读了«资本论»等大量的马列原著和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最新成果[１６],并撰写了十余篇学术论文.习近

平除了知青生活结束后在清华大学学习有机化学本

科专业外,１９９８—２００２年在担任福建省委副书记、
省长期间,还到清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围绕中国农

村市场化问题阅读了大量的专业书籍,撰写了博士

论文«中国农村市场化建设研究».到中央工作之

后,从这两年习近平发表元旦献辞时的视频画面可

以看到,他书柜上摆放的书分门别类,涵盖面极广.
二是必需类知识书籍.包括经济、法律、科技、

文化、管理、国际和信息网络等方面的知识,通过阅

读这方面的书籍,优化和完善党员干部知识结构,不
断提高自己的知识化、专业化水平.领导干部不管

学什么专业,无论处在哪个层次和岗位,都应该把提

高科学素养作为读书学习的重要目标,通过读书学

习进一步树立科学观念,掌握科学方法,弘扬科学精

神,使自己不断增加对本职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成为

学科学、懂科学、用科学的模范.在读必备的各类知

识书籍的时候,习近平特别强调要“学一些中国历史

和世界历史知识,特别要深入学习中国近现代史和

中共党史,深入学习世界近现代史和马克思主义发

展史”“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

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１７].”就读懂中国历史而言,
最重要的是读懂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历史.为进一步引导党员干部多读书、读好书,
中宣部理论局、中组部干部教育局先后向党员干部

推荐了１１批７１种学习书目,这些书籍既有«马克思

恩格斯文集»«列宁专题文集»等经典著作,也有«中
国改革顶层设计»«“一带一路”:机遇与挑战»等新近

出版的著作.

三是文化类经典书籍.读优秀传统文化书籍,
是一种以一当十、含金量高的文化阅读.这类书籍

包括历史经典、文学经典、哲学经典、伦理经典等多

个方面,既包括中国的也包括外国的.习近平曾谈

到自己“年轻时阅读了不少希腊哲人的书籍[１８].”
“读过很多俄罗斯作家的作品,如克雷洛夫、普希金、
果戈里、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涅克

拉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肖洛霍

夫,他们书中许多精彩章节和情节我都记得很清

楚[１９].”列举了自己阅读法国近现代史、哲学、文学、
艺术等３０位大师作品的深刻感受,有些“艺术形象

至今仍栩栩如生地存在于我的脑海之中[２０]”.“印
度跌宕起伏的历史深深吸引了我,对有关恒河文明、
对有关吠陀文化、对有关孔雀王朝、贵霜王朝、笈多

王朝、莫卧儿帝国等的历史书籍都有涉猎[２１].”“喜
欢了解华盛顿、林肯、罗斯福等美国政治家的生平和

思想,曾读过很多美国作品,比如«联邦党人文集»、
托马斯潘恩的«常识»以及梭罗、惠特曼、马克吐

温、杰克伦敦等人的作品[２２].”在文艺工作座谈会

上他提到了１１４位文艺大师和２６部文艺作品.«习
近平用典»一书搜集了他在地方和到中央工作特别

是党的十八大以后引用过的近３００条典故,囊括了

中国古人重要的典籍作品.要通过研读优秀传统文

化书籍,发挥阅读在培育文化自觉,树立文化自信,
复兴中华文化中的使命,吸收前人在修身处事、治国

理政等方面的智慧和经验,养浩然之气,塑高尚人

格,不断提高人文素养和精神境界.

５　阅读媒介论

任何阅读内容都具有物质载体性.中国自有文

字以来,先后经历了甲骨、铭器、竹简、纸等传统载

体.传统意义上的书,主要指的是“纸本书”,从目前

来看,习近平所论述的阅读内容也主要是以“纸本

书”的形式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读书就是阅读的

代名词.纸质书籍是几千年来传统的阅读媒介,它
承载着人类主要的文明成果,因此也成为人们获取

知识的主要途径.随着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阅读

文本已不只是“纸本书”,还拓展到了“电子书”.所

谓“电子书”,就是以电子屏幕形式作为记录信息的

载体.作为国家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组长,
习近平多次强调,当今世界,信息技术革命日新月

异,对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等领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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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了深刻影响.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相互促进,
互联网已经融入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深刻改变了人

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我国正处在这个大潮之中,
受到的影响越来越深.网络和信息化对阅读带来的

影响,正如他在文艺座谈会上指出,“互联网技术和

新媒体改变了文艺形态,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艺类

型,也带来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的深刻变化.由于

文字数码化、书籍图像化、阅读网络化等发展,文艺

乃至社会文化面临着重大变革[２３].”电子图书的迅

速发展已经成为具有历史意义的阅读革命,网络阅

读已经成为当前阅读的主要特征,数字化阅读时代

已经到来,正在改变着我们的阅读习惯,我们正面临

着第三次阅读转型[２４].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随着信息科技的日新月异,

各类个人数字终端设备呈现出飞速发展的态势,其
轻便小巧的特性以及配套的电子阅读资源,使得无

处不在的电子阅读在社会生活中迅速普及开来,移
动阅读、泛在阅读等电子化阅读成为人们日常的生

活习惯.电子媒介的变革彻底颠覆了人们的信息来

源结构、阅读习惯,罗伯特达恩顿将这次电子媒介

变革称之为人类历史上继文字符号、手抄本书籍以

及活字印刷术之后的第四次变革[２５].这次变革起

源于上 个 世 纪 ７０ 年 代,迈 克 儿  哈 特 (Michael
Hart)启动一项叫做“古腾堡工程”的阅读计划,他把

一些对整个人类而言具有一定意义的书籍输入电

脑,放置在计算机网络上供人们免费阅读和下载,第
一次使纸质书籍批量地转化为电子图书,随后又出

现了“互联网”、网站和搜索引擎,亚马逊等公司推出

了真正意义上的电子书阅读终端,使得电子传媒与

数字化阅读联手将这次变革推向顶峰.作为一种与

传统的纸质阅读全然不同的阅读新方式,电子化阅

读所表现出的个性化、虚拟化、智能化等,极大地影

响了人们的信息获取方式和阅读习惯.与传统纸质

阅读相比,网络阅读具有信息量大、快捷方便、形式

多样等优势,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吸引了

一些传统纸质图书的读者,越来越多的人转向网络

阅读、手机阅读等新的阅 读 方 式.汉 王 电 纸 书、

ipad、Kindle等电子阅读器的热销正在强化这一趋

势.但网络阅读同时也存在快餐式、碎片化、通俗

化、跳跃性等不足,阅读的功利化问题越来越突出.
而传统的纸质阅读的权威性与可信度较强,特别是

在发挥“深阅读”方面的作用不可替代.要适应电子

数据迅猛发展的新趋势,在充分发挥纸质阅读的基

础上,积极探索“互联网＋”阅读新模式,加强正面引

导力度,借助数字阅读的便捷高效、快速获取等优

势,将阅读内容嵌入电子数据之中,实现两种阅读方

式相互促进,互为补充,共同发展.
人类知识的存在除了最常见的纸质和电子终端

之外,“自然和社会”也是储存信息的宝藏,这也就是

所谓的“无字书”,它指的是自然和社会的万事万物

之理,它与“纸本书”、“电子书”共同构成阅读的“外
宇宙[２６].”习近平多次强调:“领导干部作决策、下指

示,往往需要大量客观、真实、有效的信息.这就更

需要向实践求知,善读社会这部书,进一步加强调查

研究,问计于基层,问计于群众,在耳闻、目见、足践

之中见微知著、管窥全豹,获得真知灼见,形成正确

思路,作出科学判断[２７].”“人类的学习方式有两种:
一是从观察、实践中取得直接经验;二是从阅读中取

得间接经验.”大自然和人类社会蕴藏着丰富的知识

和经验,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视读书

如生命的毛泽东也历来主张善读“无字之书”,反对

死读书、读死书,他认为:一个人光有书本知识是不

行的,一定要投身到社会生活中去学习实际的知识,
这是最丰富最生动的知识.这是阅读“无字书”的生

动实践.习近平“善读社会这部书”的论述,对于克

服本本主义,扩大求知领域,拓宽阅读视野,无疑具

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６　阅读方略论

阅读方法解决的是“怎么读”的问题,目的是要

做到“善读书”.习近平的读书方法很多,有快读、精
读、选读、研读等等,但是根本的方法有三个:

一是读以致用.“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

德的«政治学»西蒙库兹涅茨的«各国的经济

增长»等著作,过去我都翻阅过,一个重要感受就是

这些著作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是思考和研究当时当

地社会突出矛盾和问题的结果[２８].”“领导干部水平

高不高,不是单纯地看他读书多不多,而主要看他运

用理论和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强不强[２９].”要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从阅读

到思考,再到研究最后运用到实践,最终达到读以致

用、读行合一的目的.这类阅读主要体现在他在地

方工作期间对马列经典著作的精心研读上.习近平

在福建工作１７年,占据了他在地方工作的大部分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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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这一时期也正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新

观点、新问题不断涌现,各种矛盾比较集中的一段时

期.为了解决经济生活中面临的这些问题,他阅读

了«资本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政治经济学

批判›序言»等多部专业研究者才会研读的马克思主

义经典文献,并撰写了多篇学术性论文,谈自己阅读

这些经典文献的体会.当时他就提出,越是发展市

场经济,越是要求我们必须深刻地去学习和掌握«资
本论»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并善

于运用这些原理去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

践[３０]”.他之所以研读«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这两部专业性很强的经典

文献,是因为他准确地认识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

纲»“是一篇对辩证唯物主义主要原理进行高度概括

的经典性文章[３１]”,«‹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是“马
克思首次从经济学和哲学相结合的高度对唯物主义

历史观作出的精辟阐述[３２]”.对这些书籍的阅读不

仅提高了他从哲学的高度认识和指导各项工作,而
且澄清了当时存在的一些模糊甚至错误的思想认

识.这些看似离实际工作较远的书籍恰恰成了习近

平干好工作的“看家本领”.
二是读必创造.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发表

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文章和访谈,出版了多部著作,
形成了个性鲜明的“习式风格”,人们之所以爱读、爱
听、爱看,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习近平善于引经据

典,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用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解

读当下各类问题,也是习近平在对传统文化进行大

量学习性阅读的基础上,经过多年的接受、理解、鉴
赏、探究之后,最终转化为创造性阅读的释放.比

如,他用著名学者王国维关于治学的三种境界来论

述读书也要有“望尽天涯路”的追求,有耐得住“昨夜

西风凋碧树”的清冷和“独上高楼”的寂寞;也要有

“衣带渐宽终不悔”“人憔悴”的心甘情愿;更要有“众
里寻他千百度”的艰辛,最后在“灯火阑珊处”去领悟

真谛.这种语言比一般地提阅读学习要求更妙趣横

生、意味深长.王国维抽出宋代词人晏殊的«蝶恋

花»、柳永的«凤栖梧»和辛弃疾«青玉案元夕»中三

个句子采取“结构重组”的形式,铸造出“治学三境

界”的名言,是典型的文学阅读的创造佳例.习近平

又在此基础上再行拓展,借用“三境界说”,触发联

想,分析类化,恰当地将阅读心得应用到阅读学习

上,实现了“阅读迁移”.再比如,他在河南省兰考县

委常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中,引用了唐李世民«帝范»
中“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一段

话,来说明确立什么样的标准,决定着有什么样的成

效.所以在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中,必须坚持高标准

严要求,才能切实解决存在的“四风”问题.这些不

胜枚举的用典实例,体现了习近平高超的阅读素养

和灵活运用的生动实践.
三是阅读生活化.要“真正把读书学习当成一

种生活态度、一种工作责任、一种精神追求,自觉养

成读书学习的习惯,真正使读书学习成为工作、生活

的重要组成部分[３３].”从生活方式的视角来理解和

把握读书活动,是习近平阅读价值观的一大特色.
每个人以什么样的方式安排生活就会形成什么样的

生活方式.习近平把阅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来看

待,极大地丰富了读书的价值和意义,使读书和社会

生产生活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使得读书与健康的生

活方式具有互促互进的关系.这种健康的生活方

式,既要有良好的读书兴趣,又要有持久的阅读习

惯.习近平借用古人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

不如乐之者”名言激励广大干部要培养起阅读的兴

趣.“知—好—乐”是阅读的三层不同的境界,“知
之”是阅读的较低层次,相当于“想阅读”;“好之”是
阅读的较高层次,相当于“要阅读”;“乐之”是阅读的

最高层次,相当于“爱阅读”.有了阅读的兴趣,就可

以变“要我读”为“我要读”,变“读一阵”为“读一生”.
要锲而不舍、持之以恒,发扬“钻劲、挤劲、韧劲”,养
成坚持不懈的阅读习惯,也是实现“少—壮—老”“终
生阅读”的关键.习近平借用西汉刘向«说苑建

本»“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
老而好学,如秉烛之明”的话鼓励人们把读书作为一

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坚持活到老,读到老.“年轻的

时候,记忆力好、接受力强,应该抓紧读一些对自己

终身成长具有关键性作用和决定性影响的好书.中

年的时候,精力旺盛、视野开阔,应该努力拓展读书

的广度和深度,打牢一生的学问基础.年老的时候,
时间充裕、阅历丰富,要有锲而不舍的精神、常读常

新的态度、百读不厌的劲头,在读书世界里感悟人

生、乐以忘忧[３４].”阅读的最高境界,是把它当作生

活的一部分.当终生离不开读书的时候,就标志着

读书已经生活化了.
著名阅读学家曾祥芹在«英明的领导必是高明

的读者»一文中写道:“英明的领导必是高明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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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就是‘凭高明阅读’成长起来的引导１３亿人

民为实现‘两个百年’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而奋斗的新的政治领袖.”党的十八大第一次旗帜鲜

明地提出了“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战略部署.“倡
导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已经连续三年被写进

李克强总理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习近平以他的

丰富的阅读实践和深刻的阅读思想为我们开展各项

阅读活动树立了榜样,进行了顶层设计.我们要充

分认识习近平阅读思想的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

义,以此为指导推动全民阅读活动的深入开展,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

和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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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JinpingsThoughtsonReading
SiXin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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