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苏联解体后， 马克思主义研究教
学的环境和条件在俄罗斯发生巨大变
化，但迄今仍有一批中坚力量坚持把马
克思主义作为重要哲学思想研究。

———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首席研究员弗拉德连·布罗夫

� � � � 美共今后将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
和上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的成功经验，
推动党员积极参选公职和各工会领导
人， 加强和美国各政党组织的合作，从
而在美国政治舞台上扩大自己的声音。

———美国共产党全国主席约翰·
巴切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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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5月3日讯（记者 陈薇）今天，湖南
省民营文化产业商会一届二次会员大会暨湖南
民营文化艺术节启动仪式在长沙召开。 本届大
会由湖南省民营文化产业商会主办。

与会代表认真听取、 研究审议并通过了
《湖南省民营文化产业商会2017年度工作总
结和2018年度工作计划》。 据悉，该商会成立
一年以来， 已打造一支健全有力的商会领导
队伍，并逐步健全商会制度；通过会员互访活
动为会员提供交流平台；成立商会党支部，并

积极引导商会企业发展慈善事业。 目前，该商
会已汇聚会员企业115家，涵盖陶瓷及雕塑艺
术、影视音像、湘绣及手工艺品、文化旅游、网
络动漫、图书报刊、文物和艺术品、文化投资、
非物质文化遗产、 艺术培训等10大门类多个
领域。

同日，湖南民营文化艺术节正式启动。据介
绍，湖南民营文化艺术节系列主题活动包括“芳
华依旧———中秋旗袍大赛”“参与‘一带一路’张
家界峰会”“文艺之夜———新春年会活动”等。

� � � �湖南日报5月3日讯 （记者 姚学文 通讯员
陈文美） 你知道人体每天要摄入的食物种类和
数量是多少吗？你知道不吃主食是否能减肥？你
的健康状况可以打多少分？ 走进今天开馆的长
沙市雨花区健康教育馆， 这些健康问题你都会
得到答案。据悉，该馆是全省首家区级健康教育
馆。

“两次人工呼吸、30次胸腔按压为一组心肺
复苏，胸腔按压时频率要规整。”健康教育馆内，专
业医师现场向市民、学生传授心肺复苏技巧。“站
上这个人体成分分析仪，人体肌肉、脂肪、水分含
量数据全都出来了，我就能更有针对性地调整身
体健康状况。 ”馆内另一处，市民群众正在对新鲜
出炉的个人健康状况表信息进行核对。

雨花区健康教育馆总投资500万元， 面积
近500平方米，分为序厅、健康四大基石厅、应
急伤害与急救厅、 践行绿色环保厅、 禁毒防艾
厅、青少年性教育厅、孕产妇保健厅、计划免疫
厅共8个展厅。

序厅展示基本健康知识理念和生活方
式，讲解什么是健康素养；健康四大基石厅通
过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4
个方面教导市民如何获得健康素养； 应急伤
害与急救厅传授实用急救知识； 践行绿色环
保厅里垃圾分类的多媒体互动游戏让环保知
识寓教于乐……八大展厅内容各异、 功能齐
全，组成了全省首家集健康科普教育、健康体验
活动于一体的区级健康教育馆。

湖南日报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羊漾 杨庆怀

“汉语文是世界上为数不多至今还在使用
的古老语言，它的发展走了一条大曲线。‘五四’
以来，人们对汉语文的自信曾极度下降，甚至有
些人认为要消灭它。 现在，汉语文正在复兴，并
影响世界。 ”5月2日晚，湘籍著名作家韩少功作
客湖南图书馆“湘图讲坛”，讲述《汉语文的前世
今生》。

“对汉语文的自卑
可以彻底抛弃”

“晚清时期，我国积贫积弱，极其混乱。人们
被洋人的坚船利炮打怕了， 开始反思我国落后
的原因，从技术、制度到文化，甚至开始否定文
字。 ”韩少功引经据典，将汉语文在东亚被广泛
应用的辉煌历史、被强烈质疑的原因、重新崛起
的自身优势娓娓道来。

他说， 过去人们争议最大的问题是文字的
输入效率。拍电报或者使用机械打字机，汉语言
的输入程序复杂、效率低。但在如今的电脑输入
中，它的效率是最高的。

韩少功认为， 汉语文的优势在于它的稳定、
精简、信息量大、语种规模大。当新的概念出现时，
英语很多的词语需要新造，汉语文往往使用现有
文字组合成新词即可。“我以前看过一个统计数
据，英语的单词总量超过30万个，并以每年1万个
的速度增长，大部分是科技词语，非专业人士掌
握起来比较困难，我真的很为使用英语的人担心
啊。汉语文就不同了，掌握1500个汉字，阅读四大
名著毫无问题。‘电脑’出现时，人们不用重新认

字，通过‘望文生义’就能够理解大概内容。这种例
子在汉语文中很多。‘五四’以来中国知识界对汉
语文的自卑可以彻底抛弃。”韩少功的讲解深入浅
出，颇为幽默，不时引发现场听众的笑声。

“写作最好的态度
是自得其乐”

“‘五四’以后，人们提倡讲白话文，这是文化
改革的迫切需求。 一方面，外来语增加，很多新事
物、新思潮，翻译成文言文很难；另一方面，白话文
在宋代的话本里就有了，只不过白话文是戏曲里
的下等人讲的，身份高贵的人都讲文言文。 这是
戏曲舞台保留下的中国古代语言系统的概貌。

‘五四’时期，底层人要打破固化的社会阶层，白话
文开始登堂入室。”韩少功说，外来语、民间语和古
文是现代汉语的三大来源。 他呼吁年轻人要重视
古文，这其中有深厚的文化涵养。

“有些现代汉语过于粗糙，比如现代人工作、
学习、谈恋爱，都用‘搞工作’‘搞学习’‘搞对象’，
这实在不是一个好动词。 古代使用动词是非常讲
究的。”他用打仗举例，国家与国家打仗用“征”，官
兵打土匪用“剿”“伐”，打小毛贼则用“荡”；轻松获
胜用“轻取”，艰难获胜用“力克”。

那什么是好的语言呢？ 韩少功强调两点：一
是精密，即语言的解析能力强；二是形容能力强，
给人很多信息。 他说，语言不只是表现在文学活
动里，每一个人都是语言的参与者、奉献者。“如果
每个人讲话更精确、生动，就能推动汉语文的进一
步发展。 ”面对现场听众如何写好文章的提问，韩
少功表示，经济、政治、宗教等多种因素都会影响
对文学的评价，不要把一时一地的声誉看得过重，

“写作最好的态度是自得其乐。 ”

文化视点

“汉语文正在复兴”
———韩少功开讲汉语文的前世今生

湖南民营文化艺术节正式启动

全省首家区级健康教育馆开馆
集健康科普、健康体验于一体

� � � �当前， 西方社会危机频
现， 乱象不断； 而在世界东
方， 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则
在不断佐证和展示着马克思
主义的真理性和生命力。中
国的历史性成就， 让世界对
马克思的纪念变得更加意义
非凡。

马克思以悲天悯人的情
怀、 洞悉世事的智慧、 科学
精辟的预言， 为无产阶级认
识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思
想武器， 为人类谋求幸福指
明了方向。

1825年， 英国爆发资本
主义世界第一次经济危机，引
发席卷欧洲的工人运动。

“极度贫富分化和穷人
的艰难处境让马克思开始思
考社会公平正义的哲学命
题。” 马克思故居纪念馆馆
长伊丽莎白·诺伊说。

《马克思传》 作者弗·
梅林这样论述马克思的“初
心”： 不倦追求真理源于马
克思内心对人民最深厚的情
感， 就像他自己说的， 他不
能背对“苦难的人间”。

马克思在现实中寻找出
路。 他通过对经济关系的解
析， 揭开了剩余价值的秘
密， 挖掘出隐藏在资本主义
制度中的痼疾。

1848年2月， 《共产党
宣言》 正式发表， 第一次全
面阐述科学社会主义原理，
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共产
党宣言》 一经问世， 就在实
践上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发
展， 深刻改变了人类历史进
程。

马克思的伟大发现， 使社会主义由
空想成为科学， 从思想上引领了无产阶
级乃至全人类追求自由解放的伟大事业。

工业革命以来， 资本主义虽有改
良却无法克服其内在矛盾而陷入周期
性危机。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
再次佐证了马克思“两个必然” 的科
学论断。

席卷欧洲大陆的抗议示威、 直指1%
富人阶层的“占领华尔街” 运动……英
国《每日电讯报》 评论： “下层阶级爆
发了， 骚乱者产生的原因是正在衰落
的国家， 和完全忽视这群人的冷漠的
政治阶层。”

经济停滞 、 难民问题 、 选举困

局……西方各种乱象预示
着， 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
制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
盾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再
次集中爆发。

在西方， 不少人重新想
起了马克思，“马克思热”再
度掀起：《资本论》重新畅销，
伟人现身荧屏。电影《年轻的
卡尔·马克思》让柏林电影节
主席迪科斯里克感慨“正当
其时”。

500年来， 社会主义从
空想走向科学，虽经历波折，
却最终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巨大成功向世界宣告，社
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
由之路。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
克思主义火种传入中国。中
国先进分子高举真理火炬，
成立了为共产主义而奋斗
的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
人民在精神上找到了主心
骨，中国发展在方向上找到
了定盘星。

中国共产党学习运用
《共产党宣言》，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 始终把人民放在心
中最高位置， 更好增进人民
福祉，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
会全面进步。

从一穷二白， 到成为全
球第二大经济体， 对全球经
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 从
科技落后到“天宫” 上天、
“蛟龙” 入海……中国用几
十年时间走完西方发达国家
几百年的历程， 创造了世界
发展的中国奇迹。

百年沧桑巨变， 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释放出改造世界的伟力。 中
国共产党， 始终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
成为 《共产党宣言》 精神的忠实传人。

2017年10月18日， 中共十九大胜
利召开， 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
时代。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
果，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写入党章， 成为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行动指南。

中国共产党的胜利， 是马克思主义
的胜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胜利， 是
科学社会主义的胜利。 用埃及经济思想
家塞米尔·阿明的话说， 今日中国， 正
是马克思主义强大生命力和广泛影响力
的现实写照。

（据新华社电）

新华时评

� � � �湖南日报5月3日讯（记者 余蓉 通讯员 路
小路）4月下旬，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赴巴基
斯坦卡拉奇市参加了“2018巴基斯坦-中国职
业教育国际合作论坛暨资源展览洽谈会”，并与
7家机构、院校签订了合作办学协议。

中国22所高职院校62名代表和巴基斯坦
信德省、 旁遮省高职教育主管部门负责人及
300余所巴方大学和职业院校代表参加了本次

合作交流活动。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展示的
湘绣精品、 专业标准、 课程标准等受到高度关
注，其中服装与服饰设计等4个专业标准、建筑
设计等8个课程标准被巴方12家院校采用。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党委书记余克泉介
绍，学校将从标准输出、接受访学交流、互派师
资、在巴设立分校、招收留学生、开展文化交流
等6个方面与巴方院校加深合作交流。

湖南工艺美院赴巴基斯坦开展国际合作交流

东
方
风
劲，

扬
帆
新
时
代

� � � �5月5日，是“千年思想家”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纪念日。
诞生于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 其强大的生命力延续至

今，其强大的影响力传遍世界。

� � � �图为位于德国特里尔市立西麦翁博物馆的马克思主题展入口。 新华社发

马克思主义
依旧魅力闪耀
初夏时节， 从马克思的家乡德国特

里尔市到这位伟人曾经生活、 奋斗过的
伦敦、巴黎、柏林、布鲁塞尔，欧洲多地相
继举办各种活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
年暨《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

欧洲对马克思及其思想的重视，传
递出一种强烈信号： 马克思主义在当代
依旧魅力闪耀。

在人类思想史上， 就科学性、 真理
性、影响力、传播面而言，没有一种思想
理论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 也没有
一种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世界产
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

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
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的今天，既有大量
深刻复杂的现实问题等待解决，也有诸如所
有制选择、民主模式等理论问题有待回答。

西方之乱， 只有从根源处 “望闻问
切”才能寻其病根，对症下药。170年前的
“大胡子博士”就已经揭示了资本主义危
机的根源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 众多
经济学家和社会学者忙着从《资本论》和
《共产党宣言》中寻找答案。

当今世界格局正经历深刻演变，置身
于这一历史巨变中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具体实际
相结合，为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原
创性贡献，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伴随中国在世界东方的发展， 马克
思主义的中国化进程充满活力， 并向世
界再次表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可以、也
一定能为人类发展开辟新路径。 带领中
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共产党
人，将挺立潮头，逐梦前行。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5月3日电）

� � � � 我之所以研究社会主义建设，是因
为“资本主义体系的本质只能是让富人
更富，让无产者更加穷困。而社会主义
的本质是重视公平、正义，是致力于改
善每一个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

———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人文
与社科学院教授罗兰·博尔

� � � �图为位于英国曼彻斯特的切塔姆图
书馆。

英国曼彻斯特的切塔姆图书馆建于
1653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此多次会
面，查阅大量资料，展开思想交流，酝酿
了包括《共产党宣言》在内的诸多马克思
主义经典之作。 新华社发

声音

(据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