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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潮澎湃，乘势而上。40 年前，我们党
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启了改革开放的
伟大征程，找到了让党和人民事业持续发展
的强大动力。改革开放使中国大踏步赶上
时代，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
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招。今天，我们
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最好的方式就是坚
定不移把改革继续推向深入。

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我们的决心无比坚
定。习近平同志强调，“改革要突出重点，攻
克难点，在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调整
深层次利益格局上再拿下一些硬任务。”改

革要深入，就必须去除深水区的礁石、突破
前行中的障碍。习近平同志曾把改革中的
障碍贴切地形容为“中梗阻”，要求坚决破
除。今天，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就要在破除
这些“中梗阻”中再拿下一些硬任务。

梗阻，本为一个医学名词，后被引申到
管理学领域。中梗阻，即为中间阻塞、阻挡
之义。改革中的“中梗阻”就是指阻碍改革
决策、部署、举措落实落地的体制机制弊端、
利益固化藩篱、贯彻执行不力等。实践中，
一些部门和地方在落实中央有关改革的决
策部署时，囿于部门利益和局部利益，不顾
大局，搞选择性落实、象征性执行；一些部门
和地方对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缺乏深入系统
研究，制定的具体措施脱离实际和群众需

求，使基层干部群众找不到改革的抓手和
方法；一些党员、干部对全面深化改革心存
观望，甚至为官不为，抱着“只要不出事、宁
愿不做事”“不求过得硬、只求过得去”的态
度，敷衍了事，在其身上看不到丝毫奋斗热
情与干劲。诸如此类的现象，都是改革中
的“中梗阻”。

“中梗阻”不破，改革就无法取得实实
在在的成效，改革的成果也无法真正惠及
人民群众。破除改革中的“中梗阻”，难度
确实不小。因为改革进入深水区，必然涉
及更复杂的利益矛盾和社会关系调整，那
些在改革中被“做减法”的既得利益者，很
容易成为改革的掣肘因素。说到底，藩篱
因固守利益而生。党的十九大报告对全面

深化改革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要落实这些
重要部署，切实推进方方面面的改革，就必须
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
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因此，无论

“中梗阻”的面有多宽、根有多深、涉及的人是
谁，都必须破除。共产党员必须守纪律、讲规
矩。不推进改革，就是不守纪律、不讲规矩。
我们要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
高度一致，各部门各地区对任何阻碍改革的

“中梗阻”都要以壮士断腕的决心破除。要以
真正学懂、弄通、做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为强大
动力，突出重点、对准焦距，找准穴位、击中要
害，在破除和根治“中梗阻”中不断把改革推
向深入。

“道虽迩，不行不至。”改革大政方针已经

确定，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已经明确，各
项改革政策要最后落地，关键是跑完“最后
一公里”。这个阶段往往要突破实现改革目
标的最后瓶颈，如果不集中力量加以突破、
不持之以恒攻坚克难，改革就有可能前功尽
弃。破除改革中的“中梗阻”，是对改革韧劲
的重要考验，是对承担改革任务的党员、干
部改革决心、执政能力、为民情怀、责任担当
的重要考验。改革决心大，思想上就要同心
同德；改革方向明，目标上就要同心同向；改
革要抓实，行动上就要同心同行。对改革进
程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要下定决心、下大
力气、真抓实干，一个一个克服、一个一个解
决，蹄疾步稳地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据《人民日报》）

破除“中梗阻” 拿下硬任务

古人写字要从右到左
中国古人为什么竖着写字，而且由

右向左写呢？古人之所以竖着写，是因
为在造纸术发明以前，古人是在竹木简
牍上写字的。竹木简牍都是窄长的竹木
片，用绳串起来可卷成册。“册”字就是简
牍的象形字，而打开卷册自然是右手执
端，左手展开方便。所以，书写也就是自
上而下，从右往左了。古时竹简的书写，
是一片片单片写好后再装订的。

从汉字的特点和人的生理习惯来看，
一个字的笔顺自然是从上至下来、从左到
右方便。汉字书写的自上而下，自右而左，
也反映了古人的尊卑思想。古代，上为君，
为父母；下为臣，为子女。右为大，左为小，

“无出其右”就是没有超过的意思。
阿拉伯文、希伯来文都是从右向左书

写的，据说这与古代人在石头上刻字有
关，对于一般人来说，左手拿钎子，右手拿
锤子，刻字的方向自然是从右向左的。

人的左脑主管语言逻辑，而脑与肢
体是交叉对应的，所以多数人右手写字
较自在。古人写字是用竹简，右手执笔，
左手持简。右手写了一竖行，左手放一
点，竹简垂下一点，正可以晾干写好的
字。所以，古人从右向左写字，是为了方
便。 （据《中国新闻网》）

高速公路为何没有路灯？
路灯照明是不连续的、不均匀的，对

高速行驶车辆司机来说，这种明暗交替
会造成视觉错觉，非常危险；它也会很快
造成眼睛疲劳。另外，路灯照明度较差，
而且是散射光，会使长途行驶中的驾驶
员眩目，造成驾驶安全隐患。

没有路灯，由于没有对向来车阻隔，
司机夜间在高速公路上可以开远光灯行
驶。车辆夜间行车，完善的路面标志和
反光标志完全满足需要。

夜里，在汽车前灯的强烈照射下，交
通标志上的反光膜会将光线定向反射，
照亮路面，并能将各种交通标志清晰地
反射到司机的眼里，足以完成方向引导
的功能。 （据《今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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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眼和顺风耳
在哪里？

■四十春秋

说起中国古代神话里的千
里眼和顺风耳，你知道他们究
竟 长 什 么 模 样 ，用 什 么 武 器
吗？这个答案就藏在世界闻名
的大足石刻石门山石窟中（位
于重庆市大足区境内）。经过
专家多年研究，在石门山玉皇
大帝造像龛中的两尊 1.82 米
高的造像，就是千里眼和顺风
耳。

这两位神将，雕刻在石门
山玉皇大帝造像龛中。矗立在
造像龛左边的是千里眼，其清
癯的面容上，嵌入一对若铜铃
般的眼睛，脑后有两根飘带，迎
风而舞，身上穿着甲衣，腰间系
有勒带，左手平举于胸前，拿着
一个圆柱体的器物，右手紧紧
地反握着一柄双尖长刃矛。

造 像 龛 右 边 的 则 是 顺 风
耳，其头部有所残坏，从其咧嘴
的动作来看，似乎正用力作倾
听状，上身仅有一根披带，右手
在身前紧握一器物，前面类似
木棒，下端的绳带从颈后绕过，
又搭于身前。

两位神将穿着极少，下身
都着短兜，结实的肌肉，暴突的
青筋得到充分显露，加之双腿
间裹着的护腿甲，以及手握的
兵器，显示出他们作为玉帝手
下得力神将的身份。

那么是谁营造了这龛造像
呢？专家说，在龛内保存的题
记有所记载：系杨伯高为他的
父亲杨文忻所造，时间为南宋
绍兴十七年（1147 年）。在龛
内，还刻有杨文忻的“真容”像。

（据《重庆晨报》）

程淑美，中国工艺美术大师，1945 年出生于
北京。2008 年 6 月 7 日，花丝镶嵌制作技艺经国
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程淑美成为北京市级花丝镶嵌制作技艺代表
性传承人。2009 年，因作品已形成独特风格，经
专家评审委员会评审，被誉名为“程氏花丝”。

程淑美的作品别具风格，体现了一种跨门类、
超越传统的崭新工艺，除擅长的人物类作品之外，
还有首饰、摆件、器具、文物复制、金镶玉等几大
类。近年来，她设计制作的一些花丝镶嵌艺术品
作为“APEC”“G20”峰会等大型国际会议的“国
礼”馈赠贵宾，中国花丝镶嵌随之迅速走向世界。

花丝镶嵌，又叫细金工艺，是一门传承久远的
中国传统手工技艺，主要用于皇家饰品的制作。
为“花丝”和“镶嵌”两种制作技艺的结合。花丝选
用金、银、铜为原料，采用掐、填、攒、焊、编织、堆垒
等传统技法。镶嵌以挫、锼、捶、闷、打、崩、挤 、
镶等技法，将金属片做成托和爪子型凹槽，再镶
以珍珠、宝石。

花丝镶嵌工艺起源于春秋战国金银错工艺，
在明代达到高超的艺术水平，尤以编织、堆垒技
法见长，而且还常用点翠工艺，取得金碧辉煌的

效果。对宝石的大量运用完善了宝石镶嵌工艺，
是明代花丝镶嵌首饰对中国传统首饰的最重要贡
献，它改变了中华民族传统首饰重纹饰轻宝石的
传统。

程淑美从小喜欢绘画，1962 年考入中国工艺
美术学校，经过两年的学习后，从第三年开始系统
学习花丝镶嵌。毕业后，她分配到了北京工艺美术
工厂，得以和行业内最有经验的手艺人学习玉雕技
艺。在国内花丝镶嵌手艺人当中，程淑美以其制作

“程氏观音”最为知名。因为对观音有着独到的深
刻理解，程淑美制作的观音像曾获得国家级的百花
奖，曾有台湾客户一次性订做了400多件。

如今，退休的程淑美成立了工作室，带徒弟传
承技艺，她的徒弟已经发展到十几位，未来的花丝
镶嵌技艺将由他们继续传承下去。

（据《北京晚报》）

花花丝丝
技艺传承人技艺传承人

到过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人都会
发现，华盛顿市中心布局严整宽阔，
国会山与林肯纪念堂东西相望，处在
一条直线上，而市区内则很少看见超
高建筑，除了最高建筑华盛顿纪念碑
高 169 米外，几乎很少有超过 13 层楼
以上的建筑。一个流传很广但似是
而非的说法是，法律规定所有建筑的
高 度 不 能 超 过 国 会 大 厦 ，事 实 却 是
1910 年国会通过的法律规定，市内
建筑最高不能超过 49 米，这一限制

高度的法律迄今依然适用，这一法律
实施 100 多年的结果，造就了现在的
城市格局：鲜见超高建筑。

1790 年，美国国会决定建都华盛
顿，整个新建城市规划由法裔美国建
筑师皮埃尔·朗方负责，他的规划被称
为“朗方规划”，他也因此扬名。朗方
确定了新首都市区的布局，尤其是国
会与白宫的位置，并且确定了街道的
走向：东西大道、南北街道。东西大道
以名字命名，比如宪法大道、独立大道

等，而南北街道则以数字排列，比如
14 街、23 街等，方便记忆。

在其后的 100 多年间，首都的重
要建筑相继建成，包括白宫、国会、华
盛顿纪念碑等。

到了 1894 年，市内高档居住区杜
邦圈建成的一栋高 50 米、共 14 层的
开罗公寓楼引起很大的争议，不但附
近居民对鹤立鸡群似的公寓楼意见很
大，认为高层建筑相继拔地而起会影
响周围居民的采光通风，而且引起建

筑安全专家的担忧，他们担心高层居
民及商业建筑的质量是否可靠，同时
一旦失火，其高度可能大大影响救火。

在舆论的压力下，国会采取了行
动，于 1899 年通过了限制建筑高度的
法案，其后又于 1910年在 1899年法案
的基础上修改规定，再次通过新法案，
规定在首都范围内，居民街区建筑物
最高不得超过 27 米，商业街区不得超
过 40 米，而宾夕法尼亚大道的建筑物
最高不得超过49米。（据《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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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 年 ，程 淑
美（左一）在玉雕
车间与王富老师
傅和闫守新研究
产品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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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饭快易胖
很多人认为，吃什么和吃多少是决

定胖瘦的主要原因，其实不然。最近，日
本冈山大学研究生院和保健管理中心的
一项共同研究表明，吃饭速度才是导致
发胖不容忽视的因素，并对健康产生极
大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在热量水平差
别不大的情况下，“快食”（吃饭速度快）
者与吃饭速度正常者相比，发胖风险高
了 4.4 倍，吃饭快的男性比女性受影响更
大，随着年龄增长，基础代谢率逐步下
降，人们越来越容易发胖。

罐装食品损伤消化系统
美国研究人员发现，罐装食品可能

含有高剂量氧化锌，最多超过安全剂量
100 倍，有损消化系统。氧化锌因其抗
微生物特性，常用于食品罐内部涂料，以
延长食品保质期。研究者们发现，罐装
食品的氧化锌含量是锌膳食供给量即平
均每天应摄入量的 100 倍。研究项目专
家称，氧化锌纳米粒容易聚集在胃肠道
细胞上，改变小肠吸收细胞表面微绒毛
的结构甚至减少微绒毛数量，从而影响
吸收功能。此外，氧化锌纳米粒还可能
触发大量促炎信号，从而增加肠通透性，
允许原本不该通过的化合物进入血液。

从陌生人到密友约需 200 小时
据美国堪萨斯大学研究显示，小时

候交朋友只要一起玩就行，成年后可没
那么容易。成年人交友需要投入宝贵时
间，从陌生人变成朋友需要大约 90 小
时，成为密友需要大约 200 小时。

研究人员分析 255 名刚搬家不到半
年的成年人和 112 名大学新生，了解他
们认识陌生人的过程、相处时间以及后
续关系进展。研究报告说：“共处大约
80 至 100 小时后，从‘偶然认识的朋友’
变成‘朋友’的几率超过 50%。”研究人员
称，在工作场所相处的时长不关联亲密
度，如果关系只停留在工作中，不容易变
成朋友。如果想发展友谊，最好在工作
场所以外有交集，比如邀请对方去家里
做客。 （据《北京晚报》）

■百科

顺风耳顺风耳。。

“程氏观音”最为知名。

作为国礼的花丝镶嵌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