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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摘

1920年早春，在浙江义乌分水塘
村一间简陋的柴屋中，陈望道用木板和
凳子支起简易的书桌。两部词典占据
了书桌大部分位置。此后的几个月，他
把自己封闭在这里，时而奋笔疾书，时
而蹙眉深思，时而字斟句酌。累了，他
就在铺板上短暂休息一小会儿；饿了，
他就匆匆垫几口母亲送来的简餐。虽
是早春，江南仍时有料峭春寒。这天，
母亲送来粽子，还特地加了一碟红糖。
红糖有御寒的作用，她特别嘱咐陈望
道，吃粽子要蘸红糖。陈望道一边应
着，一边把粽子蘸着墨水，当作红糖吃
下去了。墨水和红糖的味道当然不一
样，然而，完全沉浸在《共产党宣言》中
的陈望道，竟全然品味不出两者的差
异。直到母亲察觉，陈望道才解释道，
真理的味道是很甜的。

这似乎是一个精彩绝妙的隐喻。
闪耀着真理光芒的《共产党宣言》，对中
国先进分子产生了多么强大的吸引力，
又与中国先进分子有多么天然的亲近
感。《共产党宣言》所言说的，正是在中
国先进分子内心中回荡了良久的理
想。在她的照耀和启发下，这批先进分
子内心中的理想，变得清晰、明亮和坚
定起来。中国共产党就要诞生，党为中
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
心，也慢慢形成和塑造起来了。

4月底，陈望道刻苦译好的《共产党
宣言》被带到了上海。8月，《共产党宣
言》第一个中译本出版了。翌年8月，到
上海参加党的一大的代表王尽美和邓
恩铭，携带陈望道吃墨汁翻译的《共产
党宣言》跨越长江，把《共产党宣言》传
到了中国北方。回到济南，他们把书交
给济南党组织专司党报发行和保管的
张葆臣。张葆臣发现，经常同他一起参
加党组织活动的刘雨辉热爱学习，就把

这本书传给了刘雨辉。1926年春节，
刘雨辉把这本书带回故乡滨州市广饶
县大王镇刘集村，并亲手交给村党支部
书记刘良才。刘雨辉指着封面上的“大
胡子”说，这个大胡子叫马格斯（即马克
思），他和一个叫安格尔斯（即恩格斯）
的人一起写了这本书。共产党员都该
学一学，会让我们知道今后该走的路。

鲁北平原上的刘集支部，是山东省
乃至全国最早的农村党支部之一。
1925年，广饶最早的共产党员刘子久
将刘良才发展入党，刘良才在刘集村秘
密成立党支部并担任支部书记。

精通语言学的陈望道，在翻译时努
力做到通俗简练，他通篇用白话文翻
译，还注重用汉语的俗语来实现通俗的
修辞效果，翻译出了像“宗教的热忱，义
侠的血性，儿女的深情，早已在利害计
较的冰水中淹死了”一类精彩的句子，

“义侠”“血性”“儿女”“深情”等词汇通
俗而接地气，但是，对于仅读过两年私
塾的刘良才而言，“大胡子”笔下的道理
还是令他不能迅速吃透。不过，想到这
是一本从党的一大带回来的书，想到这
是一本省城党员叮嘱能够知道今后该
走的路的书，刘良才还是坚持啃下来
了。此后的三个冬春，他带领党员和积
极分子，在自己小院的北屋中，反反复
复地读，努力把书中艰深的道理转化为
更为通俗易懂的语言，讲给更多不知路
在何方的中国农民听。

书一页页地翻过了，字一个个地认
全了，理一句句地悟透了。绳锯木断，
水滴石穿。刘集村的党员渐渐懂得了

“大胡子”的话，他们从中学到了反抗，
学到了斗争，学到了解放。1928年，刘
良才发动了打击地主豪绅的革命斗
争。斗争胜利了，刘良才却暴露了，他
因此无法在当地开展工作。1931年2

月，山东省委安排刘良才担任潍县县委
书记。

远赴潍县前，刘良才最放心不下的
是这本《共产党宣言》。他预料到自己
可能被捕，这本书到底放到哪里呢？刘
良才反复考虑，决定将其留在本村支
部。他亲手把这本书交给刘集村支部
委员刘考文，郑重地嘱托他：“你要好好
保存这本书，你要把它视为自己的生
命，甚至比自己的生命还宝贵。”他还说
了一句令刘考文终生难忘的话：“生为
《共产党宣言》生，死也为它死。”

刘良才郑重的嘱托让刘考文感到
了沉甸甸的责任。刘考文有时把它藏
在粮囤底下，有时封进灶头，有时又转
移到屋顶。虽然几易藏处，谨慎的刘考
文还是常常食不甘味、夜不能寐，他唯
恐这本重要的著作在他手上出现问
题。1932年8月，广饶西邻的博兴县农
民暴动被韩复榘镇压。机警的刘考文
敏锐地从博兴的局势预判敌人可能要
镇压广饶县，他感到自己目标太明显，
一旦敌人对刘集村动手，自己必定是敌
人首先下手的对象。他想到了同村的
党员刘世厚，刘世厚平日里行事低调谨
慎，忠厚老实，在农民堆里，一点都不扎
眼。就像当年刘良才把书交给刘考文
一样，刘考文再次把书交给了刘世厚。
一切都如当年的交接一样郑重和沉
重。刘考文对刘世厚几乎说了同样的
话：“这本书务必保存好，它比我们的生
命都重要。”

就这样，这本《共产党宣言》又一次
完成了转移。刘考文不久就被捕了。
因叛徒出卖，刘良才也在潍县英勇就义
了。

捧着这本承载了共产党员生命和
鲜血的《共产党宣言》，刘世厚内心中升
腾起一种无以复加的责任感。他经常

变换藏书地点，但心里总是感到不踏
实。在他精心呵护下，这本书一次次地
躲过了敌人的眼睛，躲过了国民党的搜
索，躲过了日军的扫荡。1945年，日军
放火烧村，一次性烧毁了刘集村500多
间房屋。老百姓被日军赶出村子。当
时，刘世厚把这本书藏在山墙的“雀眼”
中。被赶出村子后，刘世厚想到这本书
还在自己家里，又冒着生命危险潜回村
里。当时，他家的房子已经被点燃了，
他冒着呛人的浓烟爬到“雀眼”处，小心
翼翼地掏出这本书。真是万幸。持续
两天的大火几乎烧尽了刘集村全部的
家当，粮食烧光了，柴草烧光了，农具烧
光了。这本书却在共产党员的精心呵
护下保存了下来。

刘世厚把这本书用蓝布包好，放在
一个小匣子里。此后的30年间，他精
心保管着这本书。

他经常会像捧着宝贝一样端详一
番，每当这时，他就会想起刘良才和刘
考文的嘱托。

1975年1月，周恩来在四届全国人
大召开期间见到陈望道，充满期待地
问：“《共产党宣言》最早的译本找到没
有？那是马列老祖宗在我们中国的第
一本经典著作，找不到她，是中国共产
党人的心病啊！”陈望道遗憾地摇了摇
头。就在这一年，广饶县征集革命文
物，84岁的刘世厚将保存了43年的《共
产党宣言》交给广饶县历史博物馆。这
正是陈望道翻译的本子。

这本受过血与火洗礼的《共产党宣
言》经历了独特的旅程。她曾经照亮和
见证了共产党人初心，共产党人则用自
己的初心守护她；她曾塑造了共产党人
坚定的理想信念，共产党人则用坚定的
理想信念诠释她。

学习时报

一本用初心守护的《共产党宣言》

8月16日，巨型长城主题玉雕在辽宁岫岩满族自
治县亮相。该玉雕长近6.5米、高逾3米、厚近4米，由
30余位玉雕技师历时14个月，在一块单体重达118吨
的岫岩玉石上进行设计与雕琢而成。巨型玉雕以明
长城为蓝本，采用立体雕、镂空雕、深浮雕、浅浮雕、透
雕等多种雕刻技法，在玉料红、黄、蓝、绿、白、黑等颜
色衬托下，突出展现长城的气势磅礴。 金良快 摄

巨型长城主题玉雕在辽宁岫岩亮相巨型长城主题玉雕在辽宁岫岩亮相

“整整13年，我终于把儿子欠的债
还完了。”在洪小旺的家里，老人掏出一
张今年4月份的存款单，这是他还清的
最后一笔钱。2006年，洪小旺的儿子
出了车祸，被判赔偿33万元。老两口
四处打工替儿子还钱，用质朴的行为演
绎了一出诚信故事。

洪小旺是广德县邱村镇山北村吴
家村人，2006年的一天，他的儿子小奎
(化名)骑摩托车带着未婚妻小王外出，
不幸遭遇车祸，小王身受重伤，小奎也
双腿受伤。小王家人将小奎告上法院，

要求赔偿各项损失48万余元。
对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48万

元是一个巨大的数额，小奎因交通肇事
罪出狱后，无固定工作，甚至还需要父
母接济，这笔债就压在了老两口身上。
为了替儿还债，老人四处打工挣钱。“什
么活都接，村里有人要修房子，需要小
工，我就去搬砖砌墙，一天挣100多块
钱。”有时候接不到活，老人就去上山采
一些草药，砍毛竹，捡蝉蜕，有时候一天
只能挣几块钱。为了省下每一分钱，老
两口在家甚至舍不得吃肉，连米和油都

没买过，全靠家里亲戚和周边邻居接
济。“有一次邻居问我家里还有米吗，实
际上已经断粮了，但是我不好意思找别
人要，硬是吃了几天的南瓜和山芋。”说
到这里，老人眼里流出了泪水。

2018年元月，大雪封山，车辆无法
通行，村镇公交因此停运。洪小旺接到
了法院关于开庭的通知，雪盖满了屋顶
马路、压断了树枝，路面上的雪足足有
一尺厚，车辆交通断绝，但老人穿着一
双胶鞋，花了两个小时，在冰天雪地里
徒步走了10公里山路，按时到达县法

院。与小王家人协调，最终双方达成执
行和解协议，一次性赔偿对方各项损失
33万元。

之后，两位老人将他们全部积蓄
拿出，并动员家中其他子女积极筹款，
如期履约。现如今，他已将33万元债
务全部还清。老人拿出一张银行存
单，时间是今年 4 月，金额是 6 万元
整。“这是我最后一笔存钱，欠的债终
于还完，心里的担子也终于放下来了”
洪小旺说。

中安在线

替子还债13年 广德一老人演绎诚信故事

今年暑期档简直能改名“《哪吒之
魔童降世》（下简称《哪吒》）档”了。该
片自7月26日公映以来，截至8月19
日已连续24天获得单日票房冠军。在
上映的第22天，《哪吒》票房突破40亿
元，成为内地影市第4部票房超过40亿
元的电影，前三部分别是《战狼2》《流浪
地球》和《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下
简称《复联4》）。

在刚刚过去的周日，也是《哪吒》上
映的第四周周日，该片依然能单日票房
过亿，这样的走势比《战狼2》更猛。《哪
吒》在暑期档大放异彩，其他电影要想
从《哪吒》那里抢到观众，就不太容易
了。刚刚过去的周末，有诸如《沉默的
证人》《愤怒的小鸟2》《昨日奇迹》等新
片上映，除了《沉默的证人》表现稍稳之
外，其他新片都不太有存在感。

《哪吒》能否打败《战狼2》？
截至8月19日下午4点半，《哪吒》

票房已经41.5亿元，当日票房依然远远
抛离其他电影。目前在内地影市票房
榜中排名第3的《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

战》，应该很快会被《哪吒》超掉。比较
令人好奇的是，已经稳坐季军的《哪
吒》，最终能不能打败亚军《流浪地球》，
甚至挑战冠军《战狼2》？

对比着看，《复仇者联盟4》上映第
16天票房破40亿元，第18天破41亿
元，到第25天破42亿元。《流浪地球》
15天40亿元，25天破45亿元。从突破
40亿元大关的速度来看，《哪吒》比不过
这两部，很明显《复联4》和《流浪地球》
在票房上的热度，上映第四周末已经非
常明显冷下来了。《哪吒》上映第24天，
单日票房依然过亿，这种票房走势是
《战狼2》才有的，而且《哪吒》单日综合
票房和单日分账票房破亿总天数双双
创造历史新纪录，分别比《战狼2》多出
1天和2天，论长线票房战斗力，《哪吒》
比《战狼2》更强势。

但是，《哪吒》要打败《战狼2》成为
内地影市票房新霸主，难度还是非常大
的。《速度与激情：特别行动》周五就要
登场，从该系列过往在内地影市的表现
看来，这部由“巨石”强森和杰森·斯坦

森主演的系列番外篇，很可能会继续吸
引大批观众，所以《哪吒》能保持强劲票
房走势的时间，可能只剩《速度与激情：
特别行动》上映前的这几天。《哪吒》票
房最终超过《流浪地球》应该是很有机
会的，要打败《战狼2》，还真得问问“拦
路虎”《速度与激情：特别行动》了。

港产动作片默默赚钱
《哪吒》强成这样，其他电影要争观

众，难度无异于虎口夺食。刚刚过去的
周末，几部新片基本没捞到什么便宜。
最“震撼”的是《昨日奇迹》，这部英国电
影被影迷戏称为“英国版《夏洛特烦
恼》”，讲的是一个不红的青年歌手，遇
到奇怪事件后一觉醒来，发现披头士乐
队从没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他靠着自
己熟悉的披头士歌曲，过上了新生活。

这部电影的编剧理查德·柯蒂斯，
他编剧的作品有《四个婚礼一个葬礼》
《诺丁山》《真爱至上》，导演作品有《海
盗电台》《时空恋旅人》，简单来说，都是
豆瓣评分8.5以上的电影。导演则是丹
尼·博伊尔，也就是《贫民窟的百万富

翁》导演，《昨日奇迹》也是博伊尔导演
作品首次在内地公映，但《昨日奇迹》上
映4天，票房不足100万元，基本没有排
片了。有影院经理表示，这部电影变成

“一日游”，与口碑有关（豆瓣6.6分），更
多是因为内地观众天然不喜欢音乐题
材电影。这也更证明，履历再光辉的电
影创作者，观众都不会给“附加分”，电
影依然是口碑为王。

另一部新片《沉默的证人》，算是新
片中表现突出的一部。这部由张家辉、
杨紫和任贤齐主演的犯罪题材动作片，
虽然评分不高，但港式动作片在内地有
群众基础，又有张家辉等“熟脸”，《沉默
的证人》上映4天票房超过1.3亿元。

同样，几乎没有宣传的《使徒行者
2：谍影行动》这部港式犯罪题材动作
片，上映第13天票房突破6.12亿元。
影片演员包括张家辉、古天乐和吴镇
宇，又是这些“熟面孔”。难怪这些香港
中年男星长期“霸屏”，观众就爱看他们
演动作片。

信息时报

“哪吒”票房突破41亿 即将成为内地最卖座电影季军

近日，世界权威大学排行榜之一
的“2019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简
称ARWU）正式公布，榜单列出了全球
领先的1000所研究型大学。

今年中国共有154所高校上榜，较
去年增加8所大学。入围学校中有66
所高校进入500强，4所高校进入百强
榜，分别是清华、北大、浙大和上海交
大。其中，清华大学排名世界第43，居
国内高校首位。北京大学位居世界第
53，浙江大学位居世界第70。上海交
通大学首次跻身世界百强，位列世界

第82，同时也成为继清华大学、北京大
学和浙江大学之后进入全球百强的第
四所中国大学。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合肥共有5所
大学上榜，分别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医科大学、安徽农
业大学、安徽大学。其中，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排在国内 5-8名，全球 101-
150名；合肥工业大学排在国内59-72
名，全球501-600名；安徽医科大学进
入全球前900；安徽农业大学和安徽大
学则进入全球前1000强。合肥在线

一项世界大学排名出炉
合肥5所高校上榜

8月19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
布2019年全国棚改建设最新情况显
示，2019年 1-7月，全国棚改已开工
207万套，占年度目标计划289万套的
71.6%，已完成投资6000多亿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
究所所长王微表示，1994年至 2007
年，全国共建设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
房等保障性住房 1000 多万套。自
2008年大规模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以
来，到2018年底，全国城镇保障性安
居工程合计开工约7000万套，约2亿

困难群众圆了“安居梦”。其中，棚户
区改造这项“暖心工程”，截至2018年
底，上亿居民“出棚进楼”，为提升人居
环境、缓解城市内部二元矛盾、提升城
镇综合承载能力、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发挥了重要作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表
示，解决好住房保障问题，是实事也是
难事，必须从顶层设计和制度框架上
不断完善，从执行落实上打通“最后一
公里”。

经济参考报

全国棚户区改造已开工207万套
年度目标完成7成

第八届中国国际纳米科学技术会
议8月17日在京召开。会议前一天还
召开了第四届全球纳米科技中心主任
论坛，并发布《纳米科学与技术：现状与
展望2019》白皮书。白皮书中说，研究
显示“2018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高质
量纳米科学研究产出的引领者，未来中
国将延续这一领导地位”。

白皮书认为，作为对纳米尺度物质
的研究，纳米科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并
已渗透到了化学、物理学、生物学和生
命科学等众多领域，在推动基础科学进
步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白皮书分
析了纳米科学在化学、材料学、物理科
学及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产出和增长
情况。结果显示：物理科学在纳米科学
研究产出中所占的数量和比例都是最
大的。但在考虑到研究领域规模后，纳
米科技在材料科学中占据着主导性地
位。而在生命科学研究领域，纳米科技
产出的贡献虽然看起来较小，但增长稳
定。

白皮书还比较了中国、美国、日本、
德国、韩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等8个
纳米科学研究大国1990年至2018年
间的纳米科学出版物的增长情况。结

果显示，虽然2011年中国的纳米科学
出版物数量就已超越美国，但在高质量
纳米科学研究方面，中国在2012年至
2017年间仍与美国有一定的差距。不
过，在这8个国家中，中国的高质量纳米
科学研究产出的增长率仍是最高的。

同时，白皮书还根据自然指数数据
确定了高质量纳米科学研究产出排名
前100位的机构，其中大多数来自美国
和中国——2018年，在纳米相关研究产
出最高的100所机构中，33所来自中
国，30所来自美国。整体而言，全球比
较的结果表明，美国和中国在纳米科学
和技术研究领域，包括高质量的研究产
出，处于领先地位，而中国的增长尤其
明显。

大会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
院士表示，中国一直积极参与促进纳米
科技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一系列
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已成为当今世界纳
米科学与技术进步的重要贡献者和世
界纳米科技研发前沿大国之一；未来将
进一步统筹推进纳米科技领域的基础
研究、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充分发挥
纳米科技对科技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光明日报

我国成高质量纳米科研产出引领者

记者8月18日从安徽省科技厅获
悉，为加大对“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力度，防范化解科技领域重大风
险，安徽省启动2019年省科技重大专
项项目申报。其中，对于重大“卡脖
子”技术攻关项目，将按照最高1000万
元每项给予支持。

重点支持“卡脖子”技术攻关
此次科技重大专项项目申报重点

支持聚焦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技
术等方面。具体包括方面：我省经济
社会发展重大需求，以及高新技术产
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传统优势产业
（领域）等发展，组织开展重大产业关
键核心技术、公益性共性技术、前沿引
领和颠覆性技术攻关；开展重大科技
成果工程化研发；择优选择若干事关
国家安全及我省经济社会发展重大利
益的“卡脖子”技术，采用定向委托方
式开展研发。

此外，将优先支持依托省“一室一
中心”、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创新平台承
担实施项目，强化基础研究、应用基础
研究和技术研发、成果转化的有机衔
接，为加快提升我省科技创新和产业
核心竞争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
供技术支撑。

单个项目最高支持1000万
省科技重大专项项目采取一般公

开竞争方式组织实施，本批先行启动
实施公开竞争类专项,项目实施周期
一般为三年。

公开竞争（技术领域）类项目，按
照200万元每项、150万元每项、100万
元每项三个档次给予支持；重大科技
成果工程化研发项目，按照300万元每
项（由企业牵头申报）、200万元每项
（由高校、科研院所牵头申报）两个档
次给予支持；大别山等贫困革命老区、
皖北地区和省级以上贫困县产学研项

目，按照100万元每项予以支持；重大
“卡脖子”技术攻关项目，按照最高
1000万元每项给予支持。

同时，为加大“卡脖子”关键核心
技术攻关力度，我省拟选择若干战略
目标明确、技术路线清晰、对我省产业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组织程度要求较
高的重大“卡脖子”技术难题项目，择
优采取定向委托的方式组织实施，定
向委托类专项另行发布启动通知。

当年已获财政支持的项目不得重
复申报

根据《通知》，项目申报单位应为
安徽省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
企事业单位，有较强的创新能力、人才
团队和科研基础条件保障，运行管理
规范，社会信用记录良好。

公开竞争类项目应符合省科技重
大专项申报指南，有明确的研究开发
和成果转化、产业化绩效目标，具有较
强的创新性、可行性、可考核性。

重大科技成果工程化研发项目应
由我省企业牵头与拥有重大科技成果
的高校、科研院所合作申报，或我省拥
有重大科技成果的高校、科研院所牵
头与企业合作申报，并签订合作开发
协议。重大科技成果系指高校、科研
院所已取得的具有重大产业化价值、
有一定前期研发基础、但尚未形成实
际生产应用、且需要进一步成熟化的
科技成果。

同一项目当年通过其他渠道已申
请或已获取财政资金支持的，不得重
复申报。承担省级以上科技计划项目
逾期未结题验收或三年内有终止、撤
销、不通过验收项目的承担单位（不包
括高校、中央驻皖科研院所、大型国有
企业和省农科院）和项目负责人不得
申报。

合肥在线

“卡脖子”技术攻关最高可获千万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