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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思想

2018年，是
卡尔·马克思诞
辰200周年。 诺
贝尔文学奖获
得者，英国著名
作家萧伯纳曾
说：“马克思达
到了一个人能
用文字实现的
极高成就。 他改

变了整个世界的思想。 ”由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的69万字的图书《爱与资本：马克思家
事》，生动呈现了这位改变世界的思想家背
后的力量：爱。 有血有肉的伟人之爱，真实、
纯粹、超越时空。

路透社资深记者和编辑玛丽·加布里
埃尔历时8年追根溯源，找到了数千页马克
思一家和朋友们跨越60多年的书信往来，
并以此作为线索， 凭借着多年来记者的职
业素养， 最大程度地还原出了那段风云岁
月里的众多人物和典型事件， 让人物自己
来呈现性格特点和独特魅力。在她的笔下，
马克思是充满勇气的革命家、 极具才华的
智者、犀利的政治谋略家，也是宠爱孩子的
父亲、 温柔热烈的爱人、 糟糕的金钱管理
者。

该书从1835年马克思和爱人燕妮拉开
恋爱序曲写到1911年爱女劳拉及丈夫拉法
格自杀离世。 不仅客观全面地展现了马克
思一家颠沛流亡的苦难生活， 饱含深情地
讲述了马克思全家人为了革命理想不折不
挠奉献终身的感人故事， 也为读者呈现了
欧洲社会1837年至1917年的政治运动宏
图， 尤其阐述了该时期资本主义在世界范
围发展的动态， 生动细致地描述了著名的
《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及马克思恩格斯
多项著作的创作过程，用朴实的语言、详实
的信息记录了马克思主义产生与发展的历
程。《华盛顿邮报》评价说，没有哪一本关于
马克思的书会让人如此爱不释手。

流传百世千龄后，定识人间
有此人

1876年冬天， 马克思在英国伦敦樱草
山公园附近的公寓里写作《资本论》时，他
的同龄人， 一位名叫郭嵩焘的湖南人抵达
伦敦，出任中国首届驻英国公使。 这是中国
首开派任外国常驻使臣的先例， 揭开了中
国外交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新的一页。

出使英国使郭嵩焘来到一个新奇的世
界。 郭嵩焘1818年4月出生在湖南湘阴。 他

17岁考取秀才，18岁就读岳麓书院，在此结
识湘籍名流刘蓉、曾国藩等人。鸦片战争之
后，列强来袭，他意识到清王朝的没落不仅
在于军事，更在于政治制度的落后。而十九
世纪七十年代的伦敦， 已是一座进入快速
发展轨道的现代城市， 令这位年近六旬的
老人大开眼界。 他抱着强烈的好奇心，频频
访问学校、博物馆、图书馆、报社等，尝试了
英国刚刚发明的电话， 还积极参与国际会
议，非常留意英国的政治体制、教育和科学
状况。 他学习英文，并鼓励夫人一起学习，
仿效外交礼俗举办了数百人参加的茶会。

但对于旧世界而言， 主张向西方学习
的郭嵩焘走得太远了。 他的《使西纪程》一
书传回国内后，遭到顽固派的攻击、谩骂。
灰心的他不满任期三年即回国，乞病归乡。
虽然饱受辱骂， 但晚年的他仍写下这样的
诗句：流传百世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时间证明， 这是一份先知先觉者的自
信。 正如策划《走向世界丛书》的著名出版
家钟叔河先生所说，理性一定会纠正偏见，
常识一定会克服偏见。今天，郭嵩焘被称誉
为中国“走向世界第一人”，赢得了历史应
有的尊重。

延伸阅读：

《马克思画传：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纪
念版》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
著作编译局 编 重庆出版社出版

本书紧紧围绕马
克思生命历程中的四
个基本事实 ， 以文为
经 ，以图为纬 ，经纬交
织，完整而又鲜明地再
现了马克思的人生轨
迹，准确而又凝练地介
绍了他的理论贡献 ，真
实而又生动地展示了
他的人格魅力。

《郭嵩焘全集》 岳麓书社出版
岳麓书社积十年之功编辑出版， 总计

15册800多万字。 全集包含郭嵩焘的奏稿、
诗文、日记、书信、学术专著等，记录了郭嵩
焘个人及他所在的时代走向世界的艰难与
挫折、涅槃与重生的心路历程。 2018年12月
23日 ， 第二届湘学论坛 “湘学的世界视
野———纪念郭嵩焘诞辰二百周年” 在北京
大学举行。 岳麓书社向北大文研所赠送了
这套全集。

改革开放
改变中国

《湖南改革开放史（1978-2018）》
纪念改革开放 40周年，是

2018年中国强劲的主旋律。 改革
开放40年，深刻改变了中国，深刻
影响了世界。 改革开放40年，也
是湖南综合实力提升幅度最大、
城乡面貌变化最快、 人民群众受
惠最多、 经济社会发展最好的历
史时期。经济实现快速增长，全省
1978年地区生产总值仅为146.99
亿元，2017年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34590.56亿元， 是1978年的235
倍，年均增长15.0%。 人均GDP由
1978年的286元增加到2017年的50563元， 增加了近176
倍，年均增长14.2%。

由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著，湖南大学出版社出
版的《湖南改革开放史（1978-2018）》，按照编年体和纪事
本末体相结合的体例， 对湖南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进行
了梳理， 重点突出了湖南地方特色， 比较全面地反映了
1978—2018年间湖南历届省委省政府带领全省人民进行
改革开放的光辉历程、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积累的深刻启
示。该书的出版，旨在以“敢为人先”的精神，激发全省人民
的主动性、创造性，在湖南创新发展和开放崛起中施展才
华、锐意进取，为实现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的美好愿景作
出更大贡献。

《激荡十年：水大鱼大》
很多读者还记得，十年前，财

经作家吴晓波的上下两卷本《激
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
在书坛掀起的一股吴晓波热。 吴
晓波以编年史的方式， 呈现并总
结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企
业史。其激越的笔调纵横开阖，丰
富鲜活的人物细节场景， 充满才
情的思辨， 都有着浓郁的吴晓波
风格。

十年过后，《激荡十年：水大鱼大》这部《激荡三十年》
的续篇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吴晓波坦陈，与十年前的《激荡
三十年》不同的是，他一直找不到一个准确的词来定义刚
刚逝去的这段历史，它变得更加多元、复杂和令人难以言
表。“水大鱼大”，来自经济观察家周其仁给他的一个答案，
意指“中国急速扩容的经济规模和不断升级的消费能力，
如同一个恣意泛滥的大水， 它在焦虑地寻找疆域的边界，
而被猛烈冲击的部分，则同样焦虑地承受着衍变的压力和
不适。 ”

德国思想家汉娜·阿伦特说：除非经由记忆之路，人不
能抵达纵深。这句话，吴晓波拿来做了新书序言标题。藉由
此书，吴晓波完成了他对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企业史的完
整记录，也为后来者留下了未尽的思考。

延伸阅读：

《国家相册———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家国记忆》 新华社
编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该书从《国家相册》第一季100期节目中精心选出包括
《高考四十年》《白菜的味道》 等13期观众耳熟能详的微纪
录片，化视频为图书，选出170余幅照片，辅以主创讲述、采
访实录等内容，生动展现40年来家国巨变，为改革开放40
周年献上一份独特的纪念。

《山那面人家》
周立波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年，为纪念出生于湖南
益阳的著名作家周立波诞辰110
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特别推出
了《山乡巨变》《暴风骤雨》《山那
面人家 》 三部周立波的经典作
品。 《山那面人家》收录了周立波
在故乡益阳创作的短篇小说、诗
歌、散文，还有他写给家人的信。
周立波把 “农民方言 ”作为艺术
形式的关键，自如地运用以方言
为基础的农民语言，使小说充满

洞庭农村诗情画意、幽默情趣与艺术意境。

《艺术的逃难：丰子恺传》
白杰明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8年是文艺大师丰子恺
诞辰120周年。 这是一部融合了
传记、艺术和历史的作品 ，呈现
了作家、画家 、翻译家丰子恺的
生活和20世纪中国动荡的历史，
检视了丰子恺在五四作家和知
识分子中的位置。

《春之 祭 ： 第 一次
世界大战与现代的开端》

莫德里斯·埃克斯坦斯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年是一战结束100周年。 本书匠心独

运， 用诙谐而敏锐的手法发掘已被历史抹去
的图案，探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影响和
余波。

将时光打上大大小小的结， 特别的周
年纪念日里像闹钟一样丁零作响———容易
健忘的我们以此来提醒， 那些不能忘却的
人和事。

马克思诞辰200周年、 郭嵩焘诞辰200

周年、 《狂人日记》 发表100周年、 改革开
放 40周年 、 沈从文逝世 30周年……回望
2018， 密集地排列这一年间被书写被铭记
的时光标点， 也许我们会发现， 在更深邃
的历史肌理、 更开阔的岁月长河中， 它们

其实彼此映照 ， 交错于人类的共同命运 ，
检索、 沉淀、 淬炼出那些最值得坚守的东
西。

人物隔代， 思想长流。 闻书香而温故，
可明辨， 可知新。

思想之光，穿透岁月 《狂人日记》
百年经典

1918年5月15日，37岁的周树
人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刊发
了一篇署名“鲁迅”的小说———《狂
人日记》。小说只有4700字，却是中
国第一篇白话文小说，被视为中国
现代小说的开篇之作，中国现代文
学的母体文本。 一百年来，《狂人日
记》产生了经久不衰的震撼力。

《狂人日记》运用意象派和象
征派的手法，捕捉出封建礼教“吃
人”主题，为中国现代文学标识了
一个崇高的起点，并显示出中国文

化惊人的自我反思、自我净化能力。《新青年》也从刊载《狂人日
记》这一期开始，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帜，吹响了五四运动的集
结号。

“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
若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 ”毫无疑问，
鲁迅就是那个时代痛苦的梦醒了的人。

摘录

一百年前，《狂人日记》的横空出世，在我们的精神史、心灵
史、思想史、文化史上，刻下了一道奇丽诡谲、穿透黑暗的精神
之光、心灵之光、思想之光、文化之光。 一百年风雨如磐的岁月，
虽然不过是 “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可是对生之有涯
者，心灵的拷问、思想的冲击、精神的震撼和文化的审视，是否
还依然在《狂人日记》中汩汩释放？

《日月不出，爝火何熄 ———〈狂人日记〉百年祭》 贾振勇
（《新华文摘》2018年24期）

《狂人日记》不仅是《呐喊》的首篇，更算得上是鲁迅全部作
品的总序。 它提出的那些根本性问题，延续在鲁迅及其追随者
们后来的作品之中。 比如“吃人”的问题、“立人”的问题、“看客”
的问题、启蒙者与被启蒙者关系的问题……这些问题不断被提
出、不断被思考，构成了现代中国思想的血脉传统。 在这个意义
上说，《狂人日记》固然是一部经典，但并不是一个凝固的标本。
它是一条道路、一种方法，它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大门，由这
个大门进去，开始了一条漫长曲折但堪称伟大的道路。

《月光穿过一百年———纪念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狂
人日记〉发表100周年》 张浩宇 (《光明日报》2018年5月18日)

延伸阅读：

《鲁迅百图》 朱正 编著 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鲁迅传

记，由著名出版家、出生于湖南长沙的
朱正先生1956年所著。当年，他还是一
位25岁的小伙子。 60多年来，朱正先后
出版了《鲁迅传略》《鲁迅回忆录正误》
《鲁迅论集》《鲁迅三兄弟》 等著作，曾
参加1981年和2005年版《鲁迅全集》的
编注工作。 《鲁迅百图》由朱正先生精
选了鲁迅先生人生重要节点上的100
幅图片， 直观呈现了一代文学巨匠的
成长历程、 文学生涯和生平交游等方
方面面，还原了一个真实的鲁迅。

他们逝去30周年：

青山不老 思念绵长
沈从文：翠翠，你在哪里

1988年5月10日，86岁的沈从文在北京病逝。
人们说他诀别人间时，面带笑意。 但在生命最危
险的时刻，神经几近错乱的懵懂中，他曾忘情呼
喊：“翠翠，翠翠，你在哪里？ ”

他的告别会没有主持人， 每人手执一朵月
季，轻放到他的身边。 1992年，这位自称乡下人的
凤凰人终于长眠故里，他的骨灰一半埋在听涛山
下，一半洒入沱江。 墓碑是一块天然五彩石，刻着
沈从文的手迹：“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
可认识人。 ”

今天，他写下的许多情话，人们已烂熟于心。
但如何真正理解他、认识人？ 这才是对每个人灵
魂成色与纯度的检验。

延伸阅读：

《摘星人：沈从文传》 凌宇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为纪念沈从文逝世

30周年， 湖南文艺出版
社2018年特别推出了包
括 《摘星人 ：沈从文传 》
《长河不尽流———怀念
从文》 等在内的纪念图
书。 凌宇是湘西里耶人，
在北京读研期间多次采
访沈从文。 他的这本沈
从文传， 传达了沈从文
作人独立、 作文自由的
气质。 它不仅是沈从文

浪漫一生的记载， 也是20世纪八十年代自由精神
的体现。

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
“我累了，我要休息。”1988年6月23日，95岁的梁漱溟在

医院留下最后一句话，坦然离开人世。
梁漱溟被称为最后的儒家。 他一生恪守“独立思考，表

里如一”的信条，执着求索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既坐而言，
亦起而行， 是20世纪中国极具铮铮傲骨和道义精神的知识
分子之一。 201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梁漱溟往来书
信集》， 收录了他与师友、家人之间的761封信函。书信的隐
私性更能透露著者的心迹，人们从这些书信里，能窥见他的
东西文化思想、人生哲学以及社会改革之道。 其中他写给两
个儿子的书信，尽显一位父亲的慈爱与亲切。

1918年11月7日，即将过60岁生日的学者梁济问儿子梁
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 ”正在北京大学当哲学教师的儿子
回答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父亲说：“能
好就好啊！ ”三天之后，梁济投水自尽。

这个世界会好吗？ 梁漱溟本着思想而行动的一生，催促
着我们继续叩问。

摘录：

“精神有所归，生活有重心，一根脊梁竖立起来，两脚踏
在地上，眼光放远，而起脚不妨自近处起脚，胸怀胆量放大，
而作事亦不忽略碎细，心里绝不焦急。 但心思亦不旁骛，于
是在学习上自然滴滴归根，一切见闻知识都归到这里，不知
不觉系统化、深邃化。 此时学问亦绝不再是书本上学问，而
自然是自家的心得了。 ”
（摘自梁漱溟1948年写给儿子梁培宽、 梁培恕的一封书信）

陈旭麓 ：站起来思考着的人
“什么叫知识分子？ 应该说他们是站起来思考着的人。 ”

这是颇具湖南人气质的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先生的名言。
1988年12月1日，他在睡梦中猝然而逝。 70岁的他，正值学术

研究的巅峰时期。
陈旭麓1918年

出生于湖南湘乡，今
年是他的百岁诞辰。
陈旭麓5岁时母亲去
世， 他天资聪颖，常
在继母纺线织布的
油灯下看书，累了洗
个冷水面清醒一下
头脑 ， 继续研读 。
1938年他成为上海
大夏大学历史社会
系的学生，还没毕业就出版了《初中本国史》，深受谢六逸
等文史大家的青睐。 1940年代后期开始，他在上海大夏
大学和圣约翰大学授课，50年代初，两校合并为华东师大
后，陈旭麓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历史系，始终潜心治史。

陈旭麓被称为才学识俱佳的学者。 在他生命的晚
年，他提炼出了著名的“新陈代谢”的中国近代史演化
观， 并且以这一核心主题串讲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
动的中国近代史。其中《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浮
想录》 被誉为新时期“中国本土史学的标志性文本”。
2018年11月，为纪念陈旭麓逝世30周年暨诞辰一百周
年，五卷本《陈旭麓文集》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声音：

对一个历史学家思想的检验， 最好的方法仍然是
历史———放他30年， 看看还有没有思想的活力———也
正是从这般长度的时间检验中， 从陈先生个人生命的
历史，来考察他所叙述的历史，再多次咀嚼他对历史的
判断———陈先生的思想就是这样而放射出它所具有的
长亮不绝的光芒。

———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茅海建

走马观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