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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圣彼得堡11月6日电

（记者田栋栋、鲁金博）应俄罗斯联
邦政府总理梅德韦杰夫邀请，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于当地时间6日上午乘专
机抵达圣彼得堡普尔科沃国际机场，
出席中俄总理第二十一次定期会晤并
对俄罗斯进行正式访问。

在俄罗斯期间，李克强将会见

普京总统，同梅德韦杰夫总理举行
会晤、共同会见记者、见证两国合
作文件的签署并出席有关人文活
动。

李克强是在成功出席第五次中
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并圆满
结束对拉脱维亚的正式访问后抵达
圣彼得堡的。

据新华社北京11月6日电 十
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十二次委
员长会议6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举行，张德江委员长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法律委员
会主任委员乔晓阳作的关于香港特
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的解
释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据新华社北京11月5日电 十
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

议 5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第三次全体会议。张德江委员长出
席。

受委员长会议委托，全国人大
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张荣
顺作了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
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
的解释草案的说明，介绍了香港基
本法第一百零四条的立法含意和所
包含的法律原则。

新华社北京11月5日电 在新华社建社85周年
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发来贺信，代表党中央向新华社全体同志致
以热烈的祝贺。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新华社是我们党创办和
领导的新闻舆论机构，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重镇。
85年来，新华社坚持党指引的方向，坚持党性原
则，坚持政治家办社，与人民同呼吸、与时代共进
步，宣传党的主张，反映群众呼声，为我们党团结
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取得革命、建设、改革重大
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习近平强调，新形势下，新华社要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坚定不移跟党走，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
向和舆论导向，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优良传统，锐
意改革创新，加快融合发展，扩大对外交流，加快
建设国际一流的新型世界性通讯社，更好服务于党
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不负
党和人民重托。

5日上午，新华社建社85周年纪念大会在京举
行。会上宣读了习近平的贺信，新华社老同志、职
工和青年同志代表先后发言。

1931年 11月 7日，新华社的前身红色中华通讯
社在瑞金成立，1937年 1月在延安改名为新华社。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新华社成为国家通讯社。经
过85年的发展，新华社现拥有32个国内分社和180
个驻外分社，用户遍布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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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德江主持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

听取释法草案审议结果报告

出席中俄总理定期会晤并对俄正式访问

李克强抵达圣彼得堡

文化自信，是习近平总书记继道路自信、制
度自信、理论自信之后提出的第四个自信。自中
共十八大以来，“文化自信”一词在习近平的公
开讲话与文章中出现达10次以上。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离不开文化兴
盛的支撑。坚定文化自信，才能推动文化繁荣，
才能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为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
不竭精神动力和强大文化保障。

文化自信的底色

坚定的文化自信，与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
自信、制度自信一样，都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
兴不可或缺的精神条件。

中国文化自信的底色是什么？换句话说，究
竟什么样的文化能够令我们自信？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中，习近平给出了答案：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
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
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
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
特的精神标识。

泱泱中华，历史悠久，文明博大。中华儿
女在几千年历史中创造和传承的优秀传统文
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习近平指出，要认
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
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
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
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
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重要源泉。

20世纪前期，中国历史可谓与革命相伴而
行。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
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在长期革命斗争
中，革命精神和革命文化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
历史担当，是中国共产党价值追求和中华民族精
神内涵最生动的象征。

关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武汉大学教授沈壮
海认为，当代中国的创造性实践，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实践；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本质上
是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

坚定文化自信的意义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
信。

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
会上，习近平表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
化自信。“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
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
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
“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

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
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在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有
了“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勇气，我
们就能毫无畏惧面对一切困难和挑战，就能坚定

不移开辟新天地、创造新奇迹。
“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是对道路、理论、制

度的自信和自觉的升华和信服。只有文化自信，
才是对道路、理论、制度发自内心和心悦诚服的
自信；只有文化自觉，才是对道路、理论、制度
清醒、理智的把握和践行。”谈及文化自信的意
义，北京语言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教授郑
承军这样表示。

如何坚定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并非泛泛空谈，坚定文化自信同样
需要落实到实践中。

在习近平的讲话中，对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论述不胜枚举。比如，在山
东曲阜考察时，习近平在孔子研究院饶有兴趣地
一本本翻看研究成果。看到《孔子家语通解》
《论语诠解》两本书时，他说：“这两本书我要仔
细看看。”

从“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苟利国家生死
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到“欲穷千里目，更上一
层楼”“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黄”，无
论在国际场合还是针对国内的考察讲话，习近平
经常引用古诗词来表达观点。

对文艺工作者，他强调，如果“以洋为尊”
“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
为最高追求，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
颦，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
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绝对是没
有前途的。

对华侨华人，他表示，希望大家继续弘扬中
华文化，不仅自己要从中汲取精神力量，而且要
积极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讲述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促进中外民众相互了解和理
解，为实现中国梦营造良好环境。

事实上，近年来，中国的文化自信逐步增
强。孔子学院的不断落地、各国“汉语热”的兴
起、文学作品获得包括诺贝尔奖和雨果奖在内的
各类国际奖项、《媳妇的美好时代》等影视作品
在海外热播……这些都是中国文化彰显影响力并
逐渐受到国际社会认可的体现。

而唯有做到文化自信，才能更有底气地向外
界展示自己的优秀文化。

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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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中国梦的精神动力
本报记者 柴逸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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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一直将

自己视为全球民

主制度的楷模，

自诩为光照万邦

的“山巅之城”。

不幸的是，本届

总统大选的种种

乱象，剥下了“皇帝的新衣”，让世

人看到美国大选颇为尴尬的一面，

也让“美式民主”成为全球笑柄，

追慕“美式民主”的国家正在减少。

首先，人们清楚地看到，在这

一选举制度下，优秀人才实难脱颖

而出。美国选举制度类似一场两党

轮流坐庄的游戏。有意竞选者要想

达到高知名度，就要做广告、搞竞

选，这需要大笔金钱支撑。表面

上，候选人是在比拼政策，实际在

相当程度上决定胜负的却是金钱。

有统计表明，在竞选众议员的当选

者中，90%以上都是花钱最多的人，

人均花费约200万美元。参议员中，

80%也是出钱多的人胜出，人均花费

近1000万美元。总统大选的花费更

是惊人：10年前，一般可在10亿美

元之内搞定，但美国法院2010年的

一项裁决中，允许企业对候选人进

行无限额捐款，结果2012年总统大

选总开销达到20亿美元之巨。有专

家估计，今年大选总开销至少要再

翻上一番。难怪有候选人在私下谈

话中，示意向华尔街求助。既然向

财团伸手，当选后自然投桃报李，

成为利益集团代言人。

第二，“美式民主”不仅劳民伤财，而且

耗时过长。美国每两年改选全部众议员和1/3

参议员。众议员一当选，就得分出相当多的

时间与精力，谋划如何在两年后连选连任。

总统候选人更是早在选举前一年半就开始竞

选筹备。也就是说，美国人每两年一次选举

（总统大选中间是国会中期选举），且要提前

打广告拉选票，所以几乎年年都处于拉票与

选举之中。政客们每每忙于选举，其公职反

倒成了副业。

第三，为赢得大选，候选人往往

不择手段，突破道德底线。他们不是

用清晰的政策纲领去争取选民，而是

竭尽全力向选民证明对手多么地糟

糕。他们一边费尽心机挖粪抹黑对

手，如“骗子”“罪犯”“种族主义

者”“强奸犯”之类言词满天飞；一

边蛊惑人心、挑动民意，如肆意污蔑

非法移民是“强奸犯和罪犯”等等，

出言无忌。其结果，不仅加剧了社会

和族群的分裂，而且获胜者上台后成

为脸上无光的领导人。还需指出的

是，候选人为赢得大选，往往说假

话、许福利，开空头支票。

第四，府院对立也是“美式民

主”的一大悲哀。美国中选（中期选

举）和大选的结果，往往是总统所在

党与国会的多数党并非同一政党。为

了本党私利，它们常常扯皮掣肘，或

干脆相互拆台，致使诸多重要法案无

法顺利通过。8年前奥巴马关闭关塔

那摩监狱的承诺，因国会阻挠至今无

法兑现，其医改法案也备受磨难。在

克林顿和奥巴马任期中，共和党控制

的国会几度拒绝拨款，曾使联邦政府

关门停摆。

美国大选不仅让全世界看了一出

闹剧，更让人们看到美式民主被两党

操控的可鄙与可悲。美国大选的乱

象，也让美国形象在海外非常难堪，

给美国外交增加了困难。美国最新民

调证实：高达40%的选民已不再相信

什么“美式民主”。可以肯定，不论两位候选

人最终谁能胜出，“美式民主”都已注定成为

这场大选中的输家。

（作者为本报美国分社前社长兼首席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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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6日，正在四川成都举办的第十六届中国西部国

际博览会结束第一阶段先进制造业为主的展出，将进入第

二阶段新型消费品为主的展出。博览会上众多的“稀奇”

展品，令观众们大饱眼福。

大图：中关村展区前观众为机器人着迷。

小图：观众在页岩气开发技术模型前流连忘返。

本报记者 王明峰摄

西博会上看“稀奇”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提供不竭精神动力和文化保

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