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要内容

1，why 为什么读书，读书的好处, 习大大 - 让读书成种
生活方式

2. how 怎样读书，读书的方法？ 

怎样有效的读一本书？
图解思考法
树状的结构
林彪的读书方法

详细的读下面的



读书的目的

Studies serve for delight, for ornament, and for ability. Their chief use for delight, is in privateness and 
retiring; for ornament, is in discourse;and for ability, is in the judgment and disposition of business. Of 
Study ——《论读书》Francis Bacon王佐良先生，

1.读书足以怡情，

2.足以傅彩，

3.足以长才。

其怡情也，最见于独处幽居之时；其傅彩也，最见于高谈阔论之中；其长才也，最见于处世判事之际。
林彪等的读书方法, 是针对是第三个目的的，最常见！！！

大大读书：“让读书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精神】插队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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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y】现在，我经常能做到的是读书，读书已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
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

【how】读什么，是读书的第一步，它决定了读书的质量与方向。一个人读什么，自有其选择权，这与个人
的需求、爱好和思想认识有关。但选择的对与错、好与坏，则直接决定了阅读之路的方向与终点的到达与
否。因此，正确理解“读什么”，一是要有健康的阅读心态。书籍不是纯净器，它不可能过滤掉所有有害、错
误和不健康的内容与思想。且不言个别非法出版物，既便是正常出版的图书，其中亦可能瑕瑜互现。此
时，用健康的心态选择“读什么”，应放于第一位。其二，应摒弃过于功利性阅读的思维。如果一个人为升
学，只读教科书，其知识面必然狭窄；如果读书只为消遣，浅阅读之下，对思想境界的提升，显然助益并
不大。其三，要多读经典。经典是人类文化的精华，是知识和思想的灯塔，它历经时间的洗礼与选择，早
已嵌入社会进步的阶梯之中。总书记饱含深情地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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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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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阅读一本书？如何进入一个新的领域
首先是选对一本好书,那么怎么选书呢？

先用关键词在图书馆网站上找书,然后到那个书架前，开始博览群书,这些书不要细看,粗略的看一下

要粗略的看一下这本书，而不是上来就开始研读，如下图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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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就是要选对书，所谓要精读的书就是值得读上好多遍的书，是一本值得抄录的书，所以必须是一本好书。选择正确的书籍，可以避免在一本
不太理想的书上花太多的功夫，把这本书当成精读的工具。这个选书的过程一定要经过你的检验标准；第一是好书，第二你要喜欢他，这两件东西
合在一起，对你来说这种书才算好书。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如果你不喜欢，你学习的效率、吸收的效果就会降低。尽管他很好，但是他不适合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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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鞋子一样，无关好坏，只有适合和不适合的问题。可以参见本章“知识树章节”之中的如何读书的部分中推荐的“检视阅读”方法来选择一本
好书。

�����������������

第一种就是书写得非常严谨、非常漂亮，层次结构都非常好，这种书值得精读、值得效尤（优）。对于这种书，它的内容可能不是很重要，甚至可
能不是你的专业书籍，但是值得读很多遍，甚至值得让你用笔去做抄录，在细心抄写的过程中，体会好的文章是怎么写出来的，严谨和思维的逻辑
是如何形成的，让你学到怎么去写文章，怎么去写一本书，怎么去勾画思路，这是一种写作方式的训练，此外还要注意的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
点，就是要多练习，要多用手来写，而不是在电脑中用copy/paste。弗朗西斯培根曾经讲过写作的重要意义：

 读书使人充实，讨论使人机智，笔记使人准确。 (Reading maketh a full man; conference a ready man; and writing an exact man.)

第二种书就是结构和编写不很严谨、甚至混乱，但是内容非常具有知识性、具有启发性。这种书籍有两种作用，一种是激发你提问题，因为这种书
里面矛盾和问题都很多，可以激发你的思考，激发你内心的冲动去改正它里面的错误。另外一种作用是启发你的灵感，经常拿来翻看，就会每次得
到一些启示。古典名著、一些经典的文学和哲学类的的书和文章就属于这一类，你会发觉里面的内容会伴随人的成长而成长，好像刚刚读到一本新
书一样的感觉。也就是说你在不同的人生时间点读同一本书，会有不同的主观感受和产生不一样的灵感。这种书不值得效尤，但是值得的多读。

应该先从读开始，然后可以从“抄”开始练习，在抄的过程中体会文章是怎么写出来的，最后才进入写作阶段。这个“抄”不是抄袭，而是体会。
我们发现很多的学生文章精读的分量不够，所以“下笔没有神”。关于读和抄，这个“读”不是指“泛读”，而是指精读。

用5W1H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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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的目的

解释：

1.所谓复习正能量，就是社会的能量偏向负能量，必须时时警觉，把自己拉回到正
能量，有了正能量，人的感觉才对，才有戏。 更多：
http://km2000.us/mywritings/zhong9.html

2.为什么人的思考需要一定『背』的储量呢？因为人脑在高潮思考的时候（高考、
谈判、面试等）需要很快的联想到相关的存储量，然后快速重组，产生新意。如果
『背』的储量不足，需要翻书，加之翻书附带的拖延，大脑无法迅速形成新意，思
考不灵。所以，要『背』！ 在电脑里，SRAM是离计算中心最近的存储单元，人脑

在思考、创新时，也需要一定的记忆存量，类似于SRAM，这就是“背”的储量 更多：http://km2000.us/mywritings/bei.html

3.所谓“树”，就是人的知识体系是一棵树，是有结构的，而不是分散的，对于新的知识，必须要搭在树的结构上，才会记忆的牢固。更多：
http://km2000.us/myphotos/2012China/20150811/#4

读书不是为了好工作+读书不是非做不可的事+读书而是想去要做的事 视频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7L2P5e7SuCg/

 http://km2000.us/myphotos/ref/imagepages/image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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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精读: 读什么、怎么读、能不能坚持 

http://km2000.us/mywritings/sunjingyan.htm

…… 所有学生都是读书的， 在于读什么、怎么读、能不能坚持。

…… 与填鸭般在假日里一天读十本书相比，培养细水长流的读书习惯无疑更为重要。读书的目的不在快、不在多，而在于从书中汲取营养，在于通
过整个阅读过程修养一颗宁静而富有感知力的心灵。 我从在小学学会选择正确的书开始，

一本好书至少值得阅读两到三遍：

第一遍略读以满足自己的阅读兴趣并了解书的内容与结构，
第二遍精读以摘抄、把握整本书的布局以及其中一些巧妙的铺垫与伏笔，
如果还能再读一遍，我就会抽时间写一些类似专题研究的心得，比如对整本书思想的一个探讨，或者对书中某种表达的质疑。

…… 只有当你抱着学习的心态去品味、去研究、去思考甚至去质疑书本时，它于你才算得上有意义。

…… 除了阅读方法外，读书应当是一件精细而持续的事情。与填鸭般在假日里一天读十本书相比，培养细水长流的读书习惯无疑更为重要。

…… 这就是语感。为什么说读书能够培养语感呢？这是因为世界上的任何一本经典都是时间沉淀下来的精华，它之中的字词语句都是最为准确、最
为质量上乘的。  读书多了，就会培养出语感。语感一种玄之又玄的东西，你叫一个有语感的人去做卷子，他或许

对于高中写作，也就是以应试为目的的作文，我的建议只有六个字：多读、多仿、多写。

文章这种东西，不管是何种题材、何种长短、何种文体，归根结底完全就是四个字：含道映物。明确了这一点，等于直接抓住了阅读题的答题技巧
——无论是手法或作用分析、划线句赏析还是含义理解，都属于对于“物”的发问，而我们要做的事则非常简单，就是找到作者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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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写？ 

【科技文章的结构】 

下边介绍一下科技论文的写法，首先是结构分析，一篇科技文章和工程文章，分为以下几大部

分： 

0 前言和绪论 

0.1 why？为什么要做？ 

0.2 who、when & where？有什么人在这之前做了什么东西？ 

0.3 what？总结一下我们在这篇文章的贡献 

 

I  实验 

1.2 方法（怎么做的） 

1.3 表征（怎么测的） 

 

II  结果与讨论 

2.1 结果 

2.2 讨论 

 

III 结论 
 

这是写科技论文的总体思路，论文的具体内容取决于工程学的行业与专业。科技论文中，文章

的主体是描述 5W1H 中 why what how，而 who，when，where 在作者、期刊出版日、单位（组

织）里都已经描述过了。所以主要是把科技论文里的 why what how 搞清楚。对于不同的科技刊

物，报道过程和结果的次序有所调整。比如对于生物类的科技文献，会把结果放在前边（如左面：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颜宁团队的发表在国际著名期刊《Cell Research》的一篇英文文章 1），而对

于电子类的工程杂志往往把实验的细节放在前边（右面：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陈宝钦团队在

《压电与声光》中文核心期刊上的中文文章 2）。换言之，生物类的科学更看重结果（5W1H 中的

What），而电子类的工程学技术更测重实验的细节和操作过程（5W1H 中的 How）。 

以下与分别的讲解。 

 

【标题和摘要】 

                                                      
1 Gong X, Nieng Yan, et al. Structure of the WD40 domain of SCAP from fission yeast reveals the molecular basis 
for SREBP recognition[J]. Cell Research, 2015, 25(4):401. 
2赵以贵, 刘明, 牛洁斌, &陈宝钦. (2010). Ebl 制备用于气体传感器的 saw 延迟线的方法. 压电与声光, 32(3), 340-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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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就是关于标题和摘要部分，这两部分都是科技论文的很重要的部分，虽然他们是处在文章

的首要位置，但他们不一定是一开始就形成的，因为这两部分需要细致的推敲与提炼。应该尽量的

在这两部分中，把这篇文章中的，what，why，how 讲清楚。 

一个好的题目，里边包含了 what why how 三个成分，好的标题应该：1.让读者明白做了什么

和如何做的？2. 尽量做到有新意，就是要打眼球。这里举一个好的标题的例子， 

 ”Advanced passivation techniques for Si solar cells with high-j dielectric materials”3。 
  

在这个标题中，在简短的文字中包含了 WhyWhatHow，是写得比较成功的一个标题： 

 What：Advanced passivation techniques  
 Why：for Si solar cells  
 How：with high-j dielectric materials 

 

一般的题目常常只会看到 what，有些标题里面还有 how，原因之一是标题有字数限制，在有

限的字数之中把这三大主要部分讲清楚，需要有文字精炼的功夫才可以办到。但是至少应该用简练

的语言把这三部分都写在摘要中，对于读者而言，有了这三部分才可以把握文章的主要点。 

写标题的练习可以参照附录的示例。 

摘要（Abstract）应该用简练的语言把这 why，what，how 三部分都写在摘要中，有了这三部

分才可以把文章的主要的点讲清楚，让读者（编辑）在第一时间内掌控文章的内容。摘要这部分很

关键，对相关的读者和编辑决定要不要读和录用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摘要一般的大纲和次序是这样

的： 

 Why 
 What 
 How 
 What （results） 

 

下面还是以会娟的文章（Advanced passivation techniques for Si solar cells with high-κ dielectric 
materials4）做一个例子来讲解摘要部分的内容的撰写。在阅读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虽然各个学

科用的专业词汇不同，但是他们的写作方法和思路是类似的，忽略专业词汇，我们注意到下边的重

点关键词，就会大概把握摘要书写的脉络。请留意加重字体的部分。 

Abstract 
Electronic recombination losses at the wafer surface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efficiency of Si solar cells. Surface 

passivation using a suitable thin dielectric layer can minimize the recombination losses. Herein advanced 

passivation using simple materials (Al2O3, HfO2) and their compounds H(Hf)A(Al)O deposited by atomic layer 
deposition (ALD) was investigated. The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Hf and Al oxide films were determined by X-ray 

photoelectron spectroscopy (XPS). The XPS depth profiles exhibit continuous uniform dense layers. The ALD-

Al2O3 film has been found to provide negative fixed charge (_6.4_1011cm_2), whereas HfO2 film provides 

                                                      
3Geng H, Lin T, Letha A J, et al. Advanced passivation techniques for Si solar cells with high-κ dielectric materials[J]. 
Applied Physics Letters, 2014, 105(12):042112. 
4Geng H, Lin T, Letha A J, et al. Advanced passivation techniques for Si solar cells with high-κ dielectric materials[J]. 
Applied Physics Letters, 2014, 105(12):04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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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tive fixed charge (3.2_1012cm_2). The effective lifetimes can be improved after oxygen gas annealing for 

1min. I-V characteristics of Si solar cells with high-j dielectric materials as passivation layers indicate that the 
performance i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nd ALD-HfO2 film would provide better passivation properties than that 

of the ALD-Al2O3 film in this research work. 

 

具体的，前三句话讲解了为什么要做（Why）这项课题，请注意以下的关键词： 

Fabricating …… requires the use  

However, most of the …… 
While for the ordinary ……, 

 

随之，以 Herein 作为导引，在一个句子中概括了 What 和 How（请留意斜体字的部分） 

o What：Herein, advanced passivation using simple materials (Al2O3, HfO2) and their compoundsH(Hf)A(Al)O 
deposited by atomic layer deposition (ALD) was investigated.  

o How：Herein advanced passivation using simple materials (Al2O3, HfO2) and their compounds H(Hf)A(Al)O 
deposited by atomic layer deposition (ALD) was investigated. 

 

又在下边的句子中补充了一下 How 的内容 

The chemicalcomposition of Hf and Al oxide films were determined by X-ray photoelectron spectroscopy 

(XPS). 

 

在以下的句子当中，在摘要允许的字数范围之内，扼要的总结了这篇文章的主要结果(what)

（请留意斜体字的部分）。 

The ALD-Al2O3 film has been found to provide negative fixed charge whereas HfO2 film providespositive 

fixed charge. The effective lifetimes can be improved after oxygengas annealing for 1min. I-V characteristics of Si 

solar cells with high-j dielectric materials aspassivation layers indicate that the performance i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nd ALD-HfO2 filmwould provide better passivation properties than that of the ALD-Al2O3 film in 
this research work. 

 

通过阅读这个摘要，我们留意到，由于专业之间的差异很多单词我们是不认得的，不过尽管如

此，我们也是可以确定摘要的基本结构。 

关于写标题与摘要的练习题可以参照附录的示例与练习方法。 

 

【正文】 

正文部分要根据前面的大纲按顺序填写，虽然一篇论文的顺序是①Abstract-②Introduction-

③Experiment-④Results&Disscusion-⑤Conclusions 或者 12453，但是在实际上写的时候先写最容易

的 Experiment（其实就是实验报告那种，相对比较流水账，不需要动脑子），接着根据自己的喜好

去写其他四部分，Abstract 一般是最后写。实验报告平时就要写，把流水账做好，可以按照文章的

标准写流水账。写作的过程要提早进行，也就是在论文工作、实验工作没有进行完之前就可以先

行。采用”先挖坑再种萝卜“的方法，即在缺乏数据的情况下做到”无中生有“，它的过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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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论文、写书的时候，在内容不太确定、实验结果不清晰的地方，可以先用方块儿、灰色

方块儿来代替，然后等有了内容以后，再往里添。在数据不全的情况下，怎么先把这篇文章“编

“出来，就可以用这个办法。 
 

这也是工程学、做科研的一个方法，这里面的潜台词是：不能因为这个地方的空缺打断你的前

行，你还是可以把下边的东西先做完，然后再回来做这一部分。就像高考当中，如果第七道题做不

出来，可以先做第八道、第九道，然后再回来做第七道。这种方式的另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根据未

来的预期的结果对前边实验的方法及思路做微调，避免实验路程上边的偏差。 

这可能也是哈佛人常用的一个方法，即在写科技论文的时候，在内容不太确定、实验结果不清

晰的地方，用灰色方块添加了杨定一在演讲时引用的补充资料，然后继续下去。这个灰色方块儿里

边的具体内容，等有了结果并且 verify 后再塞进去，这就是写科学论文的一个方法，先挖坑再种萝

卜。 

写作的一些注意事项和小技巧， 

写作，要先搭框架， 

框定要综述的问题，缩小范围。不要让自己的写作“随兴所至”而偏离了方向，失了重点。也就

是不要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不要偏离太多 

写作压力小。想到写一篇文章时，会联想到“写下至少五千文字和阅读一百篇文献”，一霎那压

力倍增，而且不知道从何处入手。而细分之后，所要想的仅仅是对某个方法的某个参数进行讨论，

只需一个小段落的文字。这样简单的多，可以立即完成，没有太大压力。 

注重写作的连贯性：写作最好是一气呵成，不要在写 A 问题时去思考 B 的问题。这里有两层意

思，写作 A 问题时发现了对 B 问题有用的材料；另一层意思是，写作 A 问题时发现了 B 问题存在

的错误、疏漏或者其他。这个时候，不要停下来，只需要用便签备注一下，备注完之后，继续对 A

问题的写作，直到完成。再回过头来，整理 B 问题。 

 

怎么读？ 

可以把要精读的文献打印出来，在重要的语句上用高亮笔划出。读完之后抄录到 A5 纸上，订

到原来的文献上，作为精选。虽然文章很长，这个摘录是往往才是对你真正有用的知识点，“高亮

笔划出+读书笔记”能够有效的帮助记忆。阅读用纸版，多动手，有助于记忆，有助于认识精细化。

这样读书虽然刚开始很慢，随着十几二十篇文献做下来，你的积累多了，后面的摘录就越来越少

了。而且，你的阅读速度也越来越快了。因为人都是基于旧有的知识去领悟新知识。刚开始的时

候，你的知识储备少，一篇文章的知识点难以用自己的语言解释，或者大脑中不能浮出有效的实例

去解释，所以接收起来非常困难。而随着积累的增加，理解越来越容易，也理解越来越充分，速度

也越来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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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11月21日，林彪在中央军委第二次全军宣教文化工作会议上作报告。

从浩瀚的马列主义著作中寻章摘句，然后制成语录卡片，通过读语录卡片来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这就是林彪的读书法。

1965年他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的时候，除了读语录卡片外，还要李春生把书中阐述的理论关系用图图表体现出来，然

后由我抄写在一整张图画纸上，挂在客厅里供他阅读。林彪还用过“剪贴法”来读书：在读一篇文章或是一本书时，选择他认为“有用”的
话剪贴起来。据老秘书讲，一本《共产党宣言》被他剪到最后只剩下“大工业、大机器”几个字。

我发现林彪读书有很明确的目的性，总是围围绕着他当前考虑的问题来读书。一个时间段，围绕一个什么专题制作卡片，主要从谁的书
上选择卡片内容，都是林彪自己提出的，秘秘书只需照他的要求看书，从书中把相关论述查找出来就行了。1964年10月到1965年初，他

主要是围绕军队工作要“突出政治”这个问题读书。所以，那段时间制作的卡片都是马、列、毛泽东关于政治与经济、政治与军事、政治

与业务、政治与技术的关系以及物质与精神的相互关系等有关论述。

1965年春他重点学习毛泽东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和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制作了大量关于唯物主义认识

论和唯心主义先验论有关论述的卡片。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林彪集中的读书活动少了许多，直到1969年初为准备“九大”政治报告，他

才一面让陈伯达起草那份《为把我国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报告稿，一面自己着手研究马列主义关于大力发展社会生
产力，努力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这方面的论述，为自己在“九大”作口头报告做准备。

林彪说，“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实际上，是他自己读

书学习的切身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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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为什么不去一本一本地读马列原著，系统地、完整地掌握马列主义理论，而只热衷于读书中的语录呢？这个问题也许可以从林彪

1960年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找到答案。在那次讲话中，林彪说：“什么东西是是‘完整’的、‘系统’的？我说这些都是糊涂观念。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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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象，应该有不同的学习方法，对自然科学的学习，是应该比较系统的。比如说，学数学、物理、化学，前前面不学，后面就没有办

法理解。对社会科学，就不一定那样去学，这是另外一种对象。社会科学无非是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它是用不同的形态，渗透
在每一个问题中间去的。在个别中间有一般，这个一般就是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你学一部分东西，就可以了解这个一般。”

“马克思、恩格斯、毛主席，他他们并没有编出一本书，叫你从第一课学到最后一课。”

“搞什么‘完整的’那一套，把那个东西神秘化，费力大，得不到什么好处。费费力很大，使用很少。”

“应该是用啥学啥，需要什么东西，学什么东西。”林彪强调：“我们要站站在书上来读书，不要爬在书下来读书。要批判地读，要吸收地

读。书应该为我服务，而不是我为书服务。让书牵着鼻子走，我不干。”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林彪读马列著作的态度和方法：做书的主人，学书中渗透着的具有一般指导意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用啥学啥”，
而不是为了“系统”、“完整”而“让书本牵着鼻子走”。

林彪认为，围绕专题做卡片是读马列著作的好方法，卡卡片法帮他从本本中跳了出来。

1964年3月，林彪口授说：“经典著作有黑格尔文风，难难读。”

“卡片办法解决了食古不化、融会贯通、茫无头绪、浩如烟海的困难。早有此法，思思想就会更成熟，费力会更少。”

林彪在盛赞卡片法的同时，对怎么看书、怎么选语录、怎么做卡片也有过明确要求。他交待秘书说：

“看书做卡片。卡片分两类，一类是基本卡，一类是临时卡。比如宗教、艺术、道德；又如农业合作化等等，可以随时查找，做临时

卡。而历史唯物主义这方面的问题做基本卡。”

“书主要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这些著作中主要是看历史唯物主义方面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最最重要的理论贡献是历史唯物主

义。如生活、生产与消费、技术工具的作用；如论人的作用、思想的作用以及上层建筑的作用；社会生活、社会划分为阶级、阶级斗
争；论党、论无产阶级组织政党之必要等等。这些问题都是散在他们的著作中，（通过做卡片）把分散的论点按问题集中起来。凡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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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同一内容、同一含义的都要， 。”林彪说，这样学

力量就够，才可能，不然力量不够，也不可能。这也要集中精力打歼灭战。

林彪从读马列语录中尝到了甜头，因此他就倡导部队干部战士学习毛主席语录。从指示解放军报每天结合头版头条内容刊登一段毛主
席的话，到指示总政编辑出版《毛主席语录》，“像发武器一样”发给部队每一个干部战士，都是基于他自己学习马列著作的体会，从当

时部队文盲成分多，干部战士文化素质普遍偏低的实际情况出发做出的决定。士兵和老百姓读毛选四卷有困难，读《毛主席语录》就

比较容易。《《毛主席语录》是林彪发明的现代《论语》。通过它把毛泽东思想普及给全中国人民，应该说是一个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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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抄写的读书卡片到了林彪那里，他会先让秘书或内勤念给他听一遍，然后再精精挑细选，反复研读。从我每次给他念卡片的情形
看，他听得很认真，对感兴趣的卡片会让挑选出来，只有他让选出来“留下”的卡片他才会自己拿着看。常常是，几十张、上百张卡片

读完后，留下的不过一二十张。而当林彪戴上老花镜或拿起放大镜用自己的双眼阅读这些卡片的时候，又会扔在地毯上一些。经过
这样一遍遍阅读、筛选程序剩下来的卡片常常仅有几张、十来张而已，这才是林彪留着自己反复读的“书”，而“书”中哪些字句是“有

用”的，哪些字句是“废话”，他还要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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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排行

铁路部门传来大消息 意义深远

24小时   一周   一月

习近平主持十九届中央深改组第一次会议

蒋某人既然是千古完人，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反

钮文新：金融需要“言行一致”

李若谷：中国会出现债务危机吗？

田间一滴雨：巧遇AF再评《战狼2》——观看《

陕西成吨苹果堆积

郭松民观影笔记： “父亲”形象的变迁——观

涨知识：认识湿气、浊气、寒气，冬季养生的必备

富士康辞职打工妹哭诉:在工厂上了8年“夜班

钟乔|身体革命：新工人剧场

尹国明：这已非个人间恩怨，而是影响社会未来的重

张全景《诗书画毛泽东》序言：献给十九大的一部

黄奇帆与重庆：一座山城的逆袭之路

北大青年教师：认为马克思主义洗脑 本身是一种

老田：当一个暴躁的精致利己主义者遭遇到南街傻

　　提到“老三篇”，略微上了点年纪的人都知道，这是对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纪念白

求恩》《愚公移山》三篇文章的合称。这三篇文章确实对中国人的精神境界和人生品格产生

过极大影响。那么，这三篇文章为什么被合到一块儿称之为“老三篇”?它出版前后的情况如

何?却鲜为人知。

　　人们爱读的三篇文章

　　提到毛泽东上述文章为什么被合称为“老三篇”，应该承认的是，这确实是人们爱读的

三篇文章。

　　《为人民服务》一文，是11944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警备团追悼一个普通战士张思德的

会上的讲演，新中国成立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毛泽东在这篇讲演中赞扬了张思德身

上体现的为人民服务精神，提出了“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

的利益工作的”著名论断，并且把为为人民服务上升到共产党人的人生观、价值观的高度，提

出了为人民利益而死比泰山还重的价值观。毛泽东还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共产党人自身修养的

根本出发点，提出了“对人民有好处”是我们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从而加强自我修养的立足

点。非常明显，毛泽东这篇文章，是适应时代要求而产生的一种新的道德思想。中国经过几

千年封建统治后转变为殖民地半殖民地，陈腐的观念长期占统治地位，影响着国人的思想，

中国人在忍受深重灾难的同时，也受着落后观念的浸染，包括一部分共产党员在内的许多中

国人，在世界观、道德观、修养观方面，还处于迷离状态。而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一

文，恰恰在此时树立了一种全新的精神境界。这种精神境界不仅和共产党的纲领相合，而且

为中国人提升思想境界，改造精神面貌，指明了总方向。因此，毛泽东这篇文章一发表，立

即受到共产党员和追求进步的中国人的喜爱。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为人民服务，不仅是共产

党员的宗旨和口号，而且成为一种全民拥护并努力践行的准则。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进一

步发展了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思想，明确地指出，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高兴不高兴、

人民赞成不赞成，应当成为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标准。今天，习近平总书记更加强调共产党

人必须确立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并将其上升到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核心的地位。正是因为毛泽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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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排行

中国开启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新征程

岳青山：矛盾的普遍性万万否定不得——纪念《矛

24小时   一周   一月

宋涛同朝鲜劳动党中央领导人会谈 通报中共十

妈妈眼中的致丽大火：这辈子再也不去广东了！

鲁迅语录精选

李印祥：美国不但“政治衰朽”，而且“经济衰朽”

刘伯行：十月革命颂

清江游：美国∙反恐∙战略骗局

王忠新：毛泽东夺取东北“棋高四着” (上篇)

辽宁王忠新：毛泽东夺取东北“棋高四着” (下

东《为人民服务》一文具有这样的重大历史价值，因此，它受到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广大人

民群众的喜爱，在国人中流传，就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现象。

◆《纪念白求恩》。

　　《纪念白求恩》一文，是毛泽东于11939年12月为八路军政治部、卫生部于1940年出版

的《诺尔曼∙白求恩纪念册》所撰写，原题为《学习白求恩》。新中国成立后将此文编入《毛

泽东选集》第2卷时，题目改为《纪念白求恩》。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除了高度赞扬了白求

恩的共产主义、国际主义精神外，更重要的是提倡一种共产党人应该具备的品德，即：毫不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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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

端的热忱。他强调：“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

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毛泽东在这

篇文章中，把共产党人应该具备的品格加以高度概括，发表后即成为共产党人和积极上进者

进行自我修养时可供对照也可供自励的简明扼要又道理深邃的读本。

　　《愚公移山》是11945年6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致的闭幕词。愚公移山这篇中国古代寓

言成为展开全文的故事基础，并且直接作为文章标题。文章中倡导的愚公精神，实际上就是

共产党人的钢铁意志，毛泽东用“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概括了这

种意志，同时毛泽东也说明了共产党的上帝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我们一定要依靠人民的道

理。可以说，《愚公移山》这篇文章，既简明扼要地阐明了共产党人的精神意志，又说明了

共产党力量的源泉。

　　毛泽东上述三篇文章发表的时间有先后，但都无一例外受到了共产党员、人民军队指战

员的喜爱。国统区追求进步的人们也很喜爱这些文章，当年国统区各大中学校的学生中暗自

传阅着这些文章的油印本。进步的人们为什么喜爱毛泽东这三篇文章?其实，从大的历史视角

看，这与当年中国人民经历上百年黑暗和战乱，精精神上陷入迷茫，迫切需要有一种健康的精

神追求，有极大关系。也与共产党正在走向辉煌，它的理念正在播向全国人民有极大关系。

共产党的根本宗旨、精神境界、奉献精神、坚强意志，正适应时代和人民的进步需求，中国

人中的先进分子，对于上述精神层面的追求，有普遍的认同感，并且达到了入心入脑的程

度。

　　毛泽东上述三篇文章受到人们喜爱，还在于写得短小精悍，文字生动。毛泽东在写这三

篇文章之前，写过很多文章，大都是文字雄健有力，逻辑推理严谨，道理阐述深刻之作。但但

这三篇文章为什么受到更广泛的欢迎?这与它们的特点有关：三三篇文章中都有人物，有故事;

三篇文章中都用简明语言阐述深刻道理;道理讲述入情入理，又十分深刻;三篇文章都通俗易懂;

文化程度高的人为文章的逻辑和哲理所折服，文化程度不算高的人也读得懂，记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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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三篇文章，文字基本没有修改，但增加了一些注释。1966

年3月，人民出版社将《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三篇文章合起来出一本

书，并且在出版说明中写道：“本书是根据《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1965年6月第2版所

载原文重排的。”

　　就在人民出版社将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三篇文章合起

来出版前，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和人民出版社拟请林彪写一段话放在这三篇文章合出本前

边，林彪欣然答应了。过了几天，林彪写的话拿来了，大大家一看，都很吃惊，林彪写的话实

在太短了，不不算标点符号，总共只有59个字，全文如下：“‘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

部也要学。‘老三篇’，最容易读，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

学，哪一级都要学，学了就要用，搞好思想革命化。”

　　林彪这段话，写得虽然短，但有四个标志性的东西：一一是首次由林彪这样的中央高层领

导用通俗的话称毛泽东的三篇文章为“老三篇”，并且公开发表。二是指出“老三篇”虽然

容易读，做到却不容易。三是提出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四是强调学习“老三

篇”目的是搞好思想革命化。林彪的话很快被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和人民出版社通过，并并

且决定用林彪的手书字体印在书前。

　　“老三篇”出版后，受到了全国读者的广泛欢迎。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前排起了长长的买

书队伍。从1966年3月“老三篇”出版，到12月，就重印了13次，每次印刷的数量，不是以

万计，而是以几十万计。“老三篇”的英文版不久也正式出版了，接着，民族出版社出版了

中国一些少数民族文字的“老三篇”版本，有维吾尔文、朝鲜文、蒙古文等，甚至还于1967

年1月出版了中国人数非常少的锡伯族文字的“老三篇”。之后，党内外、军内外，全国各

地，掀起了学习“老三篇”的新热潮。

　　当年的人们学习“老三篇”确实起到了涵养人们的精神，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价值观，提高人们的思想境界的作用。直到今天，仍然有许多人肯定这一点。(2015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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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林彪对他选定的“书”读得很认真，边读边用红油笔在“书”上圈圈画画、勾勾连连。有的句子下面画一条横杠，有的画两条横杠；有的

在某个字、词上画一个圆圈，有的画两个圆圈；有时把这一句与那一句用红线连起来，有时也会把这个字与另外一行的那个字用红线
连起来；有时还会在卡片上写下心得体会，有时也会把心得体会写在另外的散纸上，或者口述让我们记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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