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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要能做螺丝钉 又要能做多面手

【一线来稿】

《开天辟地:中华创世神话考述》

作者：赵昌平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

谁？”“我们往哪里去？”

全景式展示中华民族发端
的辉煌历史。从开辟、补天、射

日、治水，到制器、植谷、疗疾、服

畜，各种传说的铺排环环相接；

由开辟传说、法相天地到龙凤崇
拜、炎黄兴起，再及尧舜神话与

鲧禹治水，各种梳理也丝丝入
扣。将其称作是一部深入浅出的

中华民族创生史可谓当之无愧。
复旦大学出版社供稿

《中国学术名著提要》十卷本

已于 1999 年出齐。此书出版后，

学界和媒体均给予较高评价。从

2001 年起，复旦大学出版社复组
织专家学者重新编理，历经十多
年，终底于成。合订本以历史年代
为经，学科为纬，别分为先秦两汉
编、魏晋南北朝编、隋唐五代编、

宋辽金元编、明代编、清代编、民
国时期编七编，由复旦大学各个
学科的知名学者———如胡裕树、
章培恒、潘富恩、叶世昌等人———
共同编撰完成。全书对自古及今

的哲学、政治、历史、语言、文学、

艺术、经济、科技、宗教等诸多学
科的学术名著，历叙其作者生平、

著作内容、价值以及各种版本。大
抵考订详明，叙述准确，评价允
当，都是依据第一手材料，再博稽

多种相关著作提炼而成。较之十
卷本旧著，新著七编六卷本《中国
学术名著提要》除增补了一批新

近发现的重要的学术名著———如
《郭店楚简老子》———外，复对旧
著中的多数提要加以增订和改

写，充分吸纳了十年来学界的重
要研究成果，从而使其对众多名
著的叙述和评介具有更为精审、

权威的学术价值。故此，新编学术
名著提要既是专业工作者的重要

参考用书，也是各学科的学习者
与爱好者的上佳入门读物。

陈新：上海市优秀毕业

生，2019 年江苏省选调生。

在校期间任经济学院 2017

级金融专硕 （基金管理方

向）研究生党支部书记，曾

获评校优秀学生、硕士生

优 秀 学 生 奖 学 金 二 等 奖

等。

沐浴着新中国朝阳的童年
艺术教育中心 余甲方

复旦最新出版

《中国学术名著提要

（合订本）》（六卷）

中国学术名著提要编委会编

共成长

在这个明媚的夏天，陈新离

开了校园，踏上江苏选调生的新

征程。别离之际，回首两年前刚刚

来到曦园的秋天，陈新说了一句：

“来复旦，是一个无悔的选择。”

在这里，朦胧的人生目标渐

渐清晰坚定，那就是：将专业学识

和未来人生发展与祖国的建设需

要紧密地结合，心怀服务国家发

展战略的远大使命。牢记使命，传

承精神，让奋斗成为青春最亮丽

的底色，在平凡的岗位绽放不平

凡的人生，在融入新时代、奉献新

时代中实现人生的价值。

选择选调生之路

离开熟悉的本科学校，来到

上海这个陌生的城市开启一段新

的旅程，这对陈新而言是个不小

的挑战，也是更高的起点。

虽然在经院就读大热门的金

融专硕，就业的选择很多，但那时

的他，其实内心怀着迷茫与忐忑，

对未来的发展方向举棋不定。他

坦言是融入了丰富的校园生活

后，在服务同学和社会实践的经

历中，渐渐拨开了眼前的迷雾，明

确了方向，决心踏上选调生这条

路，每一步都走得认真且坚定。

陈新说，本科同学是“领路

人”之一。本科毕业时，交好的同

学在考研、校招和选调里选择了

最后一项，成为了一名安徽的选

调生。这是陈新第一次知道选调

生这个概念。

研一的寒假，陈新前往安徽

合肥参加社会实践，近距离了解

选调生工作。他看到好友在政府

机关工作外，还常常参与一些对

口的扶贫工作，需要定期进村。

“选调生的工作近距离接触群众，

通过自己的努力，也许就能够改

变他们现有的生活状况和面貌。”

这种获得感深深地打动心灵，成

为陈新选择选调生的契机。

在了解选调生工作后，陈新

的职业规划悄然发生改变。研一

的暑假，陈新主动申请前往浙江

省温州市发改委实习。发改委的

工作任务繁重，同事们常常自愿

加班，即使到晚上九、十点，办公

室的灯依然亮着，大家仍在岗位

上工作。这种精神风貌吸引了他。

在实习期间，陈新意识到自

己写作能力有所不足。就主动申

请参与了年度课题，以期在实践

中不断提升、获得成长。一开始，

因为缺少经验，撰写的材料被反

复退回，这让他十分痛苦。“材料

要有实质性内容，因为政策最后

都是要落实的，所以尽管是文书

工作，也不能脱离实际、不能空

谈。”陈新说。

怎样才能尽快提高能力呢？

陈新选择了比较“笨”的方法，他

向同事要来了多份以往的材料，

逐字逐句深入研读、揣摩，反省自

己的不足、积极与同事讨论，反复

多次后，陈新终于找到了撰写报

告的方法，顺利完成了工作。

在服务中成长
校园处处有机会。陈新说，善

于抓住学校提供的机会，积极为

同学服务，能促使个人全面成长。

陈新选择加入学校基层就业

服务协会，这是一个为有志赴基

层工作学子服务的学生组织。作

为桥梁和纽带，协会主要任务是

服务好有志于考选调生的同学和

已经考上选调生的校友。“‘团结、

服务、牺牲’，复旦精神日复一日

无声地滋润着每个学生，协会的

工作就是复旦精神的真真切切的

体现。”陈新说。由于协会承办很

多和基层就业有关的活动，时间

紧、任务重是常态，成员们都自愿

加班加点完成任务。“在协会中，

我切实地感受到了一种不计个人

得失、以事业为重的精神，这将终

其一生，成为我职业发展的重要

精神力量。”

协会绝大部分成员都把选调

作为职业发展规划，在日常交流

中表现出的爱国之情让陈新受到

感染和触动，“我们因为有一个共

同的理想和目标聚在一起，相互

支持相互鼓励，我也就更加坚定

了这一理想和目标。”

走上选调这条路并且顺利成

为一名选调生，这和协会的经历

和锻炼密不可分。陈新十分感谢：

“每一个成员都很有才华，理想远

大，协会已经有多名应届毕业生

选择前往中西部地区，加入光荣

的选调生队伍。”

除了精神引领，学校还为同

学们提供了不断进取、施展才华

的大舞台。无论学业、学生工作、

校园服务，陈新都接触到了大量

的文字工作，经手了许多稿件，进

一步提升了材料撰写水平。“读研

两年间，我的能力得到更加全面

的培养，也为服务校园、服务同学

贡献了一份力量。”曦园两年间，

陈新已然变得成熟而坚定。

牢记初心的新征程
江苏是陈新的家乡，他选择

回到家乡当一名选调生。

从服务校园到服务国家，从

服务同学到服务群众，这个夏天，

陈新开始了人生新征程，“博学而

笃志 切问而近思”是他永远的座

右铭。

作为一名金融专业的毕业

生，陈新对自己未来能做的、应该

做的事有不少想法。与大多数同

学前往金融机构就业不同，陈新

感到政府部门对于相关人才的需

求十分紧迫。

习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

三次集体学习中提到：“金融活，

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经济兴，

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经济是

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

荣。”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是三大

攻坚战之一，目前中央和地方都

在加强这方面的管理。在陈新看

来，这正是经济金融专业选调生

大有可为的时候：无论被分配在

什么部门，都可以运用自己的积

累和所学，辅助领导进行决策，促

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从更广的视角看，陈新觉得

“不应该被自己的专业所局限”，

要探索更广阔的可能性，因为基

层工作更需要接触新的领域和新

的知识。陈新说：“既要能做螺丝

钉，又要能做多面手。螺丝钉的精

神需要立足专长精益求精；多面

手的担当需要挖掘潜力迎难而

上，不能局限于自己专业的一亩

三分地。”

牢记初心，陈新满怀奋斗报

国的信念说：“选调生是一条追梦

之路，我坚信也是一条光明的圆

梦之路。” 文 /沈倩芸刘岍琳

我出生在 1949 年 3 月，上海

解放是这年的 5 月。父亲有一次

提到，我是在解放军的炮声中迎

来了上海的解放。父亲和他的老

战友余昕（父亲的入党介绍人，后

任上海市化工局局长）商量后，给

我取名“解放”，一个很有象征意

义和纪念意义的名字。大人们都

亲切地喊我“小解放，小解放”。

有的人一直喊到现在也没有改过

口来。

我上托儿所之前的短暂时期

是在我母亲的单位度过的。当时

组织上派母亲接收“约瑟教养

院”。上海刚解放，有大量流浪儿

童需要政府接管收留和收养，约

瑟教养院就负责收养教育流浪儿

童，他们进了教养院后都成长得

非常快非常好。给我留下深刻印

象的是他们演出过一出话剧《刘

胡兰》，这是我看过的最早一出话

剧，也是在我幼小心灵里引起巨

大震撼的一出话剧，刘胡兰英勇

就义的舞台形象深深地植根在我

心中，终生难忘。

我上的托儿所是湖南路上的

“培新托儿所”（现已不存在），位

于今天的 296 弄里。在托儿所里，

阿姨老师们先要教每个孩子学会

写自己的名字。我那时人小，“余”

字马马虎虎、歪七扭八地写出来

了，可是“解放”两字总是写不好。

父亲迫不得已只好给我改名，但

为了保留“纪念上海解放”的意

义，父亲最终选择了笔划最少的

“解放”谐音字“甲方”作我的新

名字，这下我很快就学会写自己

名字了。而人家用普通话或上海

话喊我，听上去也有“解放”音调

在里面。

我 5 岁时，母亲病故了。而那

年组织上已决定派父亲去北京中

央高级党校学习。父亲把我带到

北京，托大伯母代管，同时把我插

进党校幼儿园的大班。这样，我第

一次乘火车来到北京。最难忘的

是到天安门广场时那种从未有过

的激动，当时我情不自禁地欢呼

跳跃起来。在

培新托儿所

的图画课上，

我们无数次地怀着崇敬的心情描

画着天安门的彩图。现在真正的

雄伟的天安门就屹立在眼前，怎

能不由衷地欢喜若狂呢！

父亲学习结业时，大伯母坚

持把我留在北京上学。她选中了

一所寄宿制的部队子弟学校。就

这样，正值 7 岁上小学，我便开始

了独立生活。初中我考取了北京

学术和艺术氛围相当浓厚的百年

老校汇文中学。1964 年我在全国

八个考区中以第一名考取中央音

乐学院附中理论作曲学科，从高

中开始走上专业音乐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