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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经过长
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
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如何
理解新时代、把握新时代、引领新时代，
不仅是重要的理论问题，更是关系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一步前进与发展
的重大现实问题。

科学理解新时代首先需要弄清楚一
个基础性的理论问题，这就是以何种思
维方式理解新时代？有人谈到新时代，
可能不自然会想到是不是有旧时代？这
实际上是一种形而上学线性思维模式的
错误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的重大判断，不是一个历史学意义上
的断代，也不是一个政治学意义上的断
代，不存在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的新旧之分，这是一个基础性理论原则
问题。新时代与以往实践之间处于继
承、创新与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之中。

辩证全面理解新时代，需要进一步
在理论上着重回答三个问题：一是如何
衡量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二是如何理解
新时代的丰富理论内涵；三是如何辩证
理解新时代“变”与“不变”之间的关系。

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是什么？其实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已
经用“三个意味着”科学回答了这一问
题。“第一个意味着”是从民族复兴的历
史线索来衡量新时代，这就是久经磨难
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
强起来的伟大飞跃。1840年鸦片战争
给近代中国带来的最大冲击就是“数千
年未有之变局”，先进的中国仁人志士
展开了学习西方的过程，先后经历了从
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全方位学习。
但这些艰辛探索因为没有科学考量近
代中国基本国情和主要矛盾，都纷纷走

向失败。实践证明，“一个国家实行什
么样的主义，关键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
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十月革
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
主义。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
思主义理论不断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
改革的伟大实践运动，不断推动从站起
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第二个意味着”是从社会主义发展的
线索来讲，也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在21
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的生机与活力，
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伟大旗帜。“第三个意味着”是从人
类走向现代化的多样可能性角度来讲
的。长期以来，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学家将西方现代化在时间上的先在性，
人为打扮为道义上的优先性与排他性，
垄断了现代化的话语权与解释权。广
大后发国家一直面临着习近平总书记
所讲到的一组矛盾，这就是“既希望加
快发展”与“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之
间的矛盾。实践证明，西方国家并没有
也不可能垄断现代化的解释权与话语

权，中国通过自己长期独立自主的艰辛
探索，成功开辟了“中国道路”，从根本
上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探索人
类走向现代化进程中的另一种可能性，
凸显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什么是新时代的丰富理论内涵？习
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用
了“五个时代”加以概括。一是承前启
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
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
这是从新时代总体历史性目标的角度来
讲的，也就是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夺取更大胜利的时代；二是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这主要是从今
后一个历史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具体奋斗目标的角度来讲的，主要是完
成“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时代；三是
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
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
代，这主要是从共同富裕的角度来理解
新时代的内涵；四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
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的时代，这是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
人民幸福的中国梦的角度出发理解新时
代的内涵；五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
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
这是从国际关系与国际地位的角度出发
理解新时代的内涵。“五个时代”，其实背
后存在着一个本质性的特征，这就是新
时代意味着当前对于社会主义规律的认
识达到一个新高度。改革开放以前，中
国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未能从根本上搞清
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
义”这一本质性问题，改革开放初期关于
这一问题的认识也主要是以“摸着石头
过河”的探索性方式加以展开的。但是
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历史经验的积累，
当前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
识，已经上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
段，这是新时代区别于以往任何时期所
呈现的本质性特征。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那样，
“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规律的把握，已经达到了一
个前所未有的新的高度，这一点不容
置疑。”之所以新时代能够对社会主义
规律的认识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
度，主要具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新
时代立足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之
上，具有丰富的感性经验，为从理论层
面进行总结并上升到对社会主义规律
认识的高度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二是
新时代实践具有前所未有的新特点，
实践的深度与广度也是以往任何一个
时期都无法比肩的，内在蕴含了对规
律认识深化与拓展的可能性；三是新
时代的实践坚守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
进的理论品格，能够以发展的眼光对
待经典理论，不断结合变动的实际推
动理论创新；四是执政党理论自觉意
识——勇于并善于及时总结经验以提
升到理论高度，为新时代深化对社会
主义规律的认识提供了重要保障。

如何辩证把握新时代“变”与“不变”
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一方面具有基本的历史延续性与继
承性，另一方面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又呈
现出许多新的阶段性特征。因此，在理
解新时代的问题上，必然会遇到如何正
确处理“变”与“不变”之间关系，这里就
需要运用哲学的辩证思维加以综合分析
与思考。什么是新时代的“变”？可以从
世情、国情和党情等多方面加以衡量，但
最为重要的“变”还是当前社会主要矛盾
的变化，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现
阶段生产力水平已经取得巨大飞跃，已
不再是生产供给性不足的“落后社会生
产”状态；二是新时代人民群众的需求已
不仅仅是单纯物质层面的需求，而是有
着多元化需求，即在民主、法治、公平、正
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也日益增
长，这与现阶段发展的相对不平衡、不充
分之间存在着深刻矛盾。什么是新时代
的“不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必
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
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
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
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
有变。”从根本上来说，“不变”是主流，新
时代仍然从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大
框架之中，仍然是一方面既坚持社会主
义的本质规定性，另一方面又凸显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实际。“变”是支
流，是在“不变”的总体框架下所形成阶
段性新特征与新趋向，凸显了经过40
多年实践积累与探索基础上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起点，正确认识

“不变”有助于更为准确地把握新时代
的新特点。牢固坚持新时代“不变”的
主流与本质规定性，同时又对新时代的

“变”保持高度尊重，在“不变”的大框架
下把握“变”，在对“变”的理解中深化对

“不变”的把握，这就是新时代“变”与
“不变”的辩证法。

（作者为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院长助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

辩证看待新时代的“变”与“不变”
张 明思想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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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永不眠。人工智能、大数据、云
计算，新一代信息技术已经把产业从量变
带到了质变。奇点已经到来，不开放心
态，不拥抱科技，我们就会被时代所抛弃。

正如2019年4月10日，我们亲眼目
睹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张黑洞照片，科学
已经突破了我们认知的边界，让人类更
加认识到科学精神。有科学精神的地方
就一定有科技。科技是历史的杠杆，更
是未来竞争的制高点。

美国经济学者泰勒·考恩在《大停
滞》中曾指出，随着像人口红利、基础设
施建设等相对容易摘取的“低垂的果实”
被逐步利用，一个国家要获取持续的增
长动力和活力，必须要瞄准高枝上的果
实。而现实告诉我们，摘取高枝上的果
实必须要架起科技的云梯。什么能够成
为科技的云梯，能够成为国家产业、企业
未来竞争力的制高点？

实践反复告诉我们，关键的核心技
术是要不来、买不来也讨不来的，发展科
技、创新引领，就成为我们普遍的共识和
认知。科技就成了能够让经济这块大蛋
糕快速增长的核心引擎。科技同时还是
一块吸铁石，能够对人才、资本、产业具
有强大的集聚效应。所以科技投资自然
也就成了未来这种大趋势下的顺势而
为。现在的产业链、人才链、制度链、创
新链已经相互交织，为我们创造了一个
科技投资非常好的环境。

对于科技投资最大的政策变化是什
么？我认为是科创板，科创板可能是不
亚于股权分置改革的重要改革，它是中
国资本市场真正市场化的开始，也可以
说是双轨制并行的开始。科创板提出了
三个面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
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这是非
常了不起的。

除了环境政策支持之外，科技投资最
需要的就是人才。政府和投资机构的合
作越来越多，设立各种形式的创新基金，
不遗余力地引才引智引产业。投资科技
在四大要素中，除了环境、政策、人才之
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元素是资本。资本去
向何方？要紧跟科技发展趋势。科技发
展趋势大概有四个方向：第一个趋势是工
业互联时代，物联网时代和智能化时代已
经来临；第二个趋势是“ABC”，“A”是人工
智能，“B”是大数据，“C”是云，“ABC”可能会
成为科技领域发展的基础设施；第三个趋
势是5G时代，将来“5G+”场景运用将会改
变很多行业的现有模式；第四个趋势则是
进口替代。

未来的中国，互联网经济和实体经
济一定会进一步深度融合，科技将会成
为这个融合里最大的催化剂，会成为中
国经济腾飞的有力臂膀。中国今后的十
年，一定是值得期待的十年，一定是追赶
的十年。因此，一定要培养牛市思维，大
胆布局，该出手时就出手。

（作者为毅达资本董事长）

瞄准高枝上的果实
应文禄新华日报社全媒体评论理论部出品

母亲，一个伟大的名字，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母亲节刚刚过

去，在道一声“妈妈，你辛苦了”的同时，也让我们深入思考，母亲节的

意义在哪里？如何不做焦虑妈妈，培育良好的亲子关系？社会又应该

为妈妈们做些什么？

从“妈妈”到“母亲”有多远

中国几千年的传统
文化中，“孟母三迁”“岳
母刺字”等故事深入人
心，映射的是对子女教
育极度重视的传统中国
母亲形象。都说母亲是
孩子的第一位老师，对
孩子的一生有着举足轻
重的影响。进入日新月
异的现代社会，母亲的
教养责任越发沉重。大
部分中国家庭里，不管
谁主内，谁主外，母亲都
成为孩子成长和教育责任的主要承担者。与之相适
应，母亲也被称为“全中国最焦虑的人”。

近年发布的国内首份《中国妈妈“焦虑指数”报
告》显示，食品安全、升学入学、二孩压力等问题，都
能引发妈妈们的焦虑。婚姻生活中的夫妻关系、婆
媳关系等，也成为加重妈妈们焦虑的砝码。而一份
关于世界各国劳动参与率的数据报告显示，中国的
女性劳动参与率达 70%，位居世界第一。大数据分
析发现，在职场和育儿身份间转化的妈妈们，职场压
力越大，焦虑指数也越高。对于一心扑在孩子身上
的全职妈妈来说，她们的焦虑则不只在教导孩子、处
理家务，还要承受收入减少而带来的经济压力。

眼下，不做焦虑妈妈的呼声越来越高。避免焦
虑，首先，不做控制型妈妈。用让人窒息的爱和焦虑
将孩子包裹起来，看似无微不至，实则过犹不及。第
二，不做严酷型妈妈。为了不输在起跑线上，为了课
内成绩和兴趣特长，宁可错学，绝不放过，只会让孩
子迷失方向。第三，不做溺爱型妈妈。宠爱孩子没
有原则和底线，只会造成越来越多无法独立的“妈宝
男”。最后，不做愧疚型妈妈。孩子，不可能个个都
是人中龙凤，也大多成不了“霹雳娇娃”，努力付出
了，就接受孩子的成长。

前阵子，一篇《我的妈妈才 8 岁，原谅她的不够
好》在朋友圈受到热捧。一个 8 岁的儿子在学校这
样介绍自己的母亲：“我今年8岁了，所以，我的妈妈
也 8 岁了⋯⋯8 岁的妈妈和 8 岁的我一样，都不够
好，但都很努力。”

作家龙应台说过，养育孩子的过程，就是不断感
受挫折的过程。其实，孩子的成长，也是妈妈自身不断
感悟、学习和成长的过程。没有谁是完美的父母，没有
谁从头到尾都做得很好。也许孩子并不能如你期望的
那样成长，但是没关系，学会换位思考，耐心教导，找到
亲子间最舒服的相处方式，便可以一起成长。 孙 敏

妈妈为何成了
“最焦虑的人”

“听说神不能无处
不 在 ，所 以 创 造 了 妈
妈”“每个女人当了妈
妈 之 后 ，都 会 变 成 超
人”⋯⋯每到母亲节，
面对铺天盖地袭来的
褒奖溢美之语，母亲们
除了开心和自豪，或许
还会感受到无形的压
力和难言的苦涩。

母亲，不只是一个
身份，还是一份责任。
但不要忘记，母亲不是
超人，更不是圣人，除了身为母亲，她就是个普通
人。世人千篇一律赞颂的无私和伟大，在某种意
义上来说，可能就是艰辛和压力的代名词，或者是
一副镀金的情感枷锁。

今天，伴随女性追求独立和自我意识的觉醒，
社会似乎赋予女人、赋予母亲太多期待和太高要
求。所谓“为母则刚”，并不是自动炼成的，而是
被生活逼出来的。女性特别是职场女性，往往要
付出常人双倍甚至数倍的努力，才能勉强支撑上
班工作、下班带娃的全天候“战斗”状态。有个段
子流传甚广：职场妈妈如何平衡孩子和事业的关
系？答案就是——承认自己做不到。虽然，作为
母亲，关爱抚育孩子是天性、是义务，也是一种内
在成长和丰盈，但母亲这个名字不能被置于高高
的“神坛”，尝试理解和接受“母亲并不完美”的现
实，可能更有利于营造宽松和谐的家庭和亲子氛
围，也有助于女性的自我和解与平衡。

女性创造的社会价值有目共睹，那么，社会应
该为母亲做些什么，才能让女性从母亲这个角色
中感受到更多的充实和快乐，而不是痛苦和疲
惫？要知道，孩子不仅是母亲的，还是家庭的、社
会的、国家的。养育孩子，不能成为母亲一个人的

“独角戏”。除了通过制度设计，增大女性的就业
机会、提高女性的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还应大力
发展公共服务体系，提供便利的外在养育环境，为
女性从家庭事务中解放出来创造条件。此外，更
应提升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形成男女共同持家
的风气。若能少一些“丧偶式育儿”“保姆式妻
子”体验，少一些职场歧视和隐形偏见，多一些生
育保障和政策支持，多一些母婴设施和照护服务，
每天都可以是“母亲节”。愿天下所有的母亲，都
能心怀暖阳，明媚绽放。

陈立民

养育孩子，
不是妈妈的“独角戏”

母亲节前夕，中国
青年网校园通讯社的一
项调查显示：超九成大
学生知道母亲节时间，
超 九 成 记 得 母 亲 的 生
日、年龄；超八成会在母
亲节送礼物，超七成认
为陪伴是母亲节最好的
礼物；超九成每周至少
主动联系母亲一次，电
话、微信、QQ、视频成
大学生联系母亲的主要
方式；半数学生每次与
母亲通话时长超过 10
分钟，超半数曾对母亲说过“我爱你”。

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调查结果，在一定程度
上说明年轻一代的亲情观念在日益增强。一个
人对家庭、对父母、对亲人有热爱、有责任，也就
更容易学会关爱他人、尊敬师长。只是亲情并非
天生就有，它需要“日久生情”，也需要借助节日
的仪式感加以培育。母亲节虽是一个舶来品，但
对母亲的爱与情感世人共通、古今共鸣。在这一
天，准备一个小礼物，庄重地说声“我爱你”，还
是很有必要的。

或许有人说，每一天都应是“母亲节”，对妈妈
的爱不是一次性表达，需要长期的坚持并成为一
种习惯。诚然，现在多少人上学时忙着同学聚会，
工作时忙着加班，成家后忙着陪孩子，留给母亲的
陪伴屈指可数。也正因为这样，需要一个特殊的
日子去提醒人们，静下心来想想自己有多久没有
跟母亲通一次电话，有多久没和母亲吃一顿饭。
再者，用心庆祝母亲节，并不是否认日常生活中的
表达，而是在平常而琐碎的生活点滴之上掀起一
朵小浪花，让母亲收获一份惊喜，也增添一份美好
的回忆。

受一些传统文化的影响，很多人认为真正
的 感 情 是 不 需 要 表 达 的 ，过 多 的 形 式 是 矫 情
的、不诚恳的。其实不然，亲情也需要仪式感，
需 要 一 定 的 经 营 ，需 要 直 接 的 心 灵 沟 通 。 否
则，很容易在庸常的琐事中被磨损，造成宛若
电视剧《都挺好》中所展现的那种家庭冲突。
在母亲节这天，大声说出心中所爱，是让亲情
在平淡的生活中升温，是对母亲无私付出的庄
重感恩。无论是母亲，还是生活，都值得我们
倾注精力、郑重对待。

颜云霞

坦然说一声
“妈妈，我爱你”

瞭 望 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