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闻百见

3月17日，李岚清篆刻书法素描艺
术展在广西民族博物馆开幕。中共中央
政治局原常委、国务院原副总理李岚清
与广西观众畅聊了他退休后的“艺术人
生”。 他建议老年人用艺术丰富晚年生
活，保持身心健康；鼓励青年人增强艺
术修养，传承发扬传统文化，“爱好文艺
可以促进创新思维”。

用文艺爱好保持身心健康
李岚清说，幼年时，对家附近的刻

字店很感兴趣，自己用破石头、修脚刀
学着刻。退休后他就作了一个“余生的
规划”，重拾童年旧趣学篆刻。结果很上
瘾，晚上不睡觉也要搞篆刻，乐在其中，
就这样越来越痴迷，9年刻了800多方。

他用篆刻作品记录人生的方方面
面，有亲历的历史事件，如“世行无息贷
款，教育项目优先”、“三来一补，功不可
没”，也有对处世的体悟，如“乐道”、“诚
信”等。甚至还用于记录生活趣事———
他退休后曾到路边小店买年货， 试着
“砍价”；还到小饮食店“应聘”打工，结
果都被店主认出而未果。 他便作两方
“砍价失败”、“应聘不果”的印章自娱纪
念。

李岚清说， 自己保健的诀窍就是
“健身健脑，读书写作”8个字，建议老年

朋友们用文艺爱好保持身心健康。

少玩点游戏，多学点文艺
“我在搞篆刻过程中， 越来越感到

汉字的伟大。”李岚清说，艺术展有一些
留言让他担忧———有的年轻人写中文
不熟练了。

“提笔忘字，如果我们把汉字丢了，
我们的文化也就中断了。”李岚清说，现
在教育部规定中小学要开写字课，这非
常好，希望能认真地把这个课搞好。

针对青年人喜欢电脑的特点，他建
议有关研究机构编两个电脑软件，一个
是篆体字软件，玩电脑时要查这个字篆
书怎么写，它马上能告诉你。二是篆刻
技法的软件，教你怎么刻。“我想告诉玩
电脑的青年， 你们不要只是玩游戏，还
可以玩篆刻， 这可以提高文化修养，激
发创造精神， 你只有爱好文艺以后，才
会有创新思维，因为每一个文艺作品都
不能重复，一天到晚在考虑创新。”

篆刻可作结婚信物、赠品
篆刻，刻出来有什么用？李岚清津

津有味地介绍了好几种用途：年轻人喜
欢结婚交换戒指这一套西方文化， 其实
也可以增加点中国元素———交换印章。
印章也叫印信，结婚交换信物，离婚时要

退回。或者是父母金婚、生日纪念，子女
送他们一对印章， 比什么礼品都好。还
有，学习奥运会的“中国印”，把篆刻用于
商标、标志。篆刻印章还可用于纪念品、
礼品，彰显中国文化。

“韩国的李明博总统来访问， 我就
刻了一枚印章送给他， 他非常高兴，专
门为他刻的嘛。”李岚清说。

■据《南国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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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岚清自曝退休后
曾到小店“应聘”打工
他建议老年朋友用文艺爱好保身心健康

本世纪初，部分退休政要开始著书回
忆个人经历。李鹏从2004年到2006年，出
版了《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
《起步到发展———李鹏核电日记》、《电力
要先行———李鹏电力日记》、《立法与监
督———李鹏人大日记》 等4部日记体回忆
著作。这些著作将为后人研究相关问题提
供大量第一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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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自从2003年卸任后，就
很少公开露面。朱镕基描述了自己的
退休生活，“我最喜爱的是中国的京
剧，我不单是唱戏，而且还拉京胡，经
过勤学苦练、名师指教，我现在拉胡
琴的水平比过去提高了很多倍。”

退休后，李瑞环最令公众关注的事情
之一是出了一本书， 书名为《学哲学用哲
学》。 书中收录了李瑞环1981年以来在天
津和中央工作期间的有关文章和讲话。卸
任后，李瑞环多在京津间走动。与江泽民和
朱镕基爱好弹唱不同， 他更醉心于京剧曲
目的改编。 ■据《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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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xasp123”：思维真开放，大学就该是激发人理想的圣地。
网友“sche”：如果是美国大学，会问，你向往未来哪个时间？
网友“水榭香”：哪儿都不想去，我想好好做我自己，把握眼前的生活。
网友“铑锑”：清华，你就不能招点对未来有梦想的学子吗？
网友“风似故乡来”：外国人爱向前看，中国人爱向后看，文化差异吧。
网友“zbpily”：我想成为考官，让你们这些人听我发号施令，嘿嘿~
网友“女帝万岁”：我想穿越到不用拼爹的时代。

2010年7月，意大利经济发展部领导下
的对外贸易委员会在北京设立了知识产
权办公室，经收集调查，已在中国市场上
发现有60家假冒意大利品牌的企业。这些
“伪意大利品牌”号称自己来自意大利，实
际上它们在意大利根本不存在。 目前，意
方在打假的同时，呼吁中国政府采取针对
性措施。

打假，是市场、消费领域呼声最高的
一个问题， 尽管行动频率也在逐年升高，
但制售假货有愈演愈烈之势。最近爆出的
一则新闻说， 拉菲每年产量为24万瓶，但
中国市场每年卖出的拉菲达200多万瓶。
这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现象也进一步佐证，
制售假货行为正以消费层次需求的不断
上升而变得越加疯狂。

制售假货从低端迈向高端，是经济发

展及收入提高的驱动所致，高端品牌的制
售中有着巨大的利润空间，故而使当下的
制假行为主要集中于类似“拉菲”这样的
国际品牌，甚至炮制出大量假国际品牌来
攫利。这种乱象自然并非一日之寒，同时
因市场监管漏洞、利益盘根错节、事后追
责无力等因素的存在，导致制售假货行为
已获取极大的生存空间。意大利专程来中
国打假，从某个角度说虽是外力对国内打
假能量的一种补足，但同时也彰显出目前
市场的制售假货行为已使约束制度有被
架空之势。

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本来极易导致
商家“败德”行为的产生，若制约疲软，则
又进一步降低了不良商家的违法成本，提
升了其牟利欲望。近些年，我国的打假力
度虽然有所增强，但在涉及一些强势品牌

时，依然犹豫与顾虑，一方面是因为品牌
树立的不易，但更多的原因是其中有着复
杂的利益牵连，导致一些制售假货的不良
企业成为漏网之鱼，甚至被打之后仍能安
然无恙。去年沸沸扬扬的“达芬奇”事件，
在质量问题曝光之后，被舆论和消费者围
剿，要求退赔款额达上亿元，但随后曝出
与媒体媾和，进行危机公关，并拒付工商
部门上百万罚单的消息。类似问题体现出
中国的问题企业在各种利益关联的保护
下，常常能够突出重围，使原本可以对其
形成惩罚的措施和规则基本失效。

意大利之所以在中国设立专门打假
机构，用他们的话来说，是因为“伪意大利
品牌横行中国市场扭曲的是整个意大利
和意大利制造的形象，因此只能由意大利
政府机构出面。” 他们打的并非意大利的

企业， 而是冒充该国品牌的中国企业，也
就是说， 意大利实际是在帮中国打假。从
功利角度出发，意大利固然是为了不使自
身的生产制造形象受损，但从市场净化角
度来看，这种爱惜羽毛，进而为维护利益
而打击假货的行为， 难免令我们心生羞
赧。

在意大利进入中国打假领域的这个
问题上， 我们需要反思的不足之处有很
多，例如品牌创立的急功近利，知识产权
保护的形同虚设， 对问题企业的姑息养
奸， 强调宏观形势却忽略具体问题等等。
在我国的市场经济模式与世界主流经济
模式日益趋同的当下，打假问题我们无疑
应见贤思齐，唯有如此，市场健康力量才
能形成，否则，老要借别人之力帮我们打
假，情何以堪？ ■张英

意大利跨国打假，我们情何以堪？都市快评

要闻快报

3月17日和18日，清华大学组织自主招
生选拔复试，共有864名考生前来复试。今年
清华面试题目更“潮”，玩起了穿越：“如果你
可以‘穿越’回古代，你想到哪个时间的什么
地方？ 你想成为谁或你想做些什么？ 为什
么？”清华大学招办主任于涵解释说，重点考
察的是考生的个人理想和社会理想。

清华自招 亦玩“穿越”

卸任生活

本报3月18日讯 今天上午， 共青团
湖南省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在长沙隆重开
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强出
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徐守盛，省
政协主席胡彪出席。

省领导梅克保、黄建国、陈润儿、李
微微、路建平、郭开朗、陈肇雄、孙建国、
易炼红、张文雄、谢勇出席会议。共青团
中央给大会发来贺信。

周强代表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
政协、省军区向大会表示热烈祝贺，他对
全省广大青年提出四点期望： 一要坚定
理想信念，牢固树立远大志向；二要坚持
发奋学习，扎实练就过硬本领； 三要勇于

开拓进取，积极投身“四化两型”建设；四
要不断砥砺品格，引领社会文明新风。

周强强调， 全省各级团组织要准确
把握当代青年特点和青年工作规律，充
分发挥教育引导青年的作用， 大力加强
团组织的服务能力建设， 积极创新青年
服务载体， 通过组织化渠道与制度性安
排，帮助青年解决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
的问题。全省广大共青团干部要不断提升
综合素质与工作能力， 竭诚服务青年，努
力做到让党放心、让青年群众满意。

会上， 共青团湖南省委书记陈雪楚
代表共青团湖南省第十三届委员会作工
作报告。 ■记者 张颐佳

共青团湖南省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开幕
周强：帮助青年解决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