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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40 年的实践启示我
们：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在庆祝改革开
放 4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系统
总结了改革开放 40 年积累的宝贵经
验，其中第一条就是“必须坚持党对一
切工作的领导，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

领导”。
回望 40 年，改革开放的持续推

进，一刻也离不开党的领导。我们不
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一系
列改革开放理论成果；我们以巨大的
政治勇气和智慧，制定一系列大政方
针，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我们带领全
国人民战胜各种风险挑战，用改革开

放的成果造福人民、赢得人心。可以
说，正是因为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
领导，我们才能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开
启改革开放新时期和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新征程，才能成功应对一系列重大
风险挑战、克服无数艰难险阻，坚定不
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在全面深化改革语境下强调“坚
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具有非常现
实的必要性。中国的改革，是“摸着石
头过河”和顶层设计的辩证统一，具有
鲜明立场和清晰方向。对重大问题、重
要决策、重点方案，需要定调子、把方
向、划底线、推试点。随着改革日益进
入深水区，各项改革举措之间的关联

性、耦合性要求非常高，必须汇聚各个
方面、各个层次的力量整体推进。这个
时候，只有党充分发挥全面的整体的领
导作用，并贯穿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整个过
程，才能协调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
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领域，统筹
总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
建设和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

党在改革进程中“总揽全局、协调
各方”的作用无可替代，同时作为大脑
和中枢，党中央必须有定于一尊、一锤
定音的权威。突破思想固化、利益藩
篱，是改革最难啃的“硬骨头”。越来
越多的外国学者在破解中国改革的成

功“密码”时，把因素归于党的领导。
“只有党中央有权威，才能把全党牢固
凝聚起来，进而把全国各族人民紧密
团结起来，形成万众一心、无坚不摧的
磅礴力量。”当党的领导更加坚强有
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就更有动力；当党的领导更加适应实
践、时代、人民的要求，改革开放的进
程就更为稳定顺畅，各方面活力就更
能竞相迸发。

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
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
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也正是领
导改革开放的伟大探索，使我们党永
葆先进、不断成熟。既强调坚持党的

领导，又强调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不
断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
改革的能力和定力，就能确保改革开
放这艘航船，沿着正确航向破浪前行。

改革只有进行时，无论走出多远，
都不能忘记为什么而出发，绝不能在
根本性问题上犯颠覆性错误。前进道
路 上 ，必 须 坚 持 党 对 一 切 工 作 的 领
导。在坚持党的领导这个决定党和国
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原则问题上，我们
丝毫不能动摇。唯有更加紧密地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方
能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据《人民日报》）

必须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接力奋斗〗

〖探源〗

只有党充分发挥全面的整体的领导作用，才能协调各个领域，统筹总揽各
个方面

当党的领导更加适应实践、时代、人民的要求，改革开放的进程就更为稳定
顺畅，各方面活力就更能竞相迸发

如今，随着电话拜年、短信微信拜
年的出现，贺年卡逐渐远离了人们的
视线，可要是在古代，人们似乎就没有
这么轻松了。古时，有点身份的人在
春节时都会用类似现在贺年卡的“拜
年帖”相互问候。而且，送“拜年帖”是
个很郑重的事儿，因此无论是形式还
是内容都很慎重。

“拜年帖”顾名思义，就是古人在
春节时表示新春问候、吉祥祝福的专
用帖子，属于“名片”的一种。古时，

“拜年帖”主要在文人雅士、官府僚吏
乃至朝堂君臣中使用，是社会上层名
流人士春节期间交往的专用品。

出现：春节表达心意的“门状”成
为了最初的“拜年帖”

“拜年帖”的出现，根据现有的记载
应该在唐代。当时春节已经成为中国
人最重要的节日，拜年活动不但普及到
民间，也逐渐“程序化”“仪式化”了。

清代学者赵翼在 《陔余丛考》中
说：“古人通名，本用削木书字，汉初谓
之谒，汉末谓之刺，汉以后虽用纸，而
仍沿用刺。”可见，自东汉以后，造纸业
的发展为贺年卡提供了新的材料，文
人雅士开始在纸片上绘制一些象征吉
祥的花卉、人物等图案，然后写上自己
的姓名送给亲友，以此贺岁，一张贺年
卡往往就是一帖精美的书法作品。

随着纸张的普及，“文房四宝”成
为上流人物，尤其是文人雅士广泛使
用的日常用品，这些都为“拜年帖”的
流行创造了必备的条件，人们再也不
用拎着竹片、木片到处跑了。

唐代科举制度鼎盛，支撑其运作的
关键环节就是“门生”制度。各地举子
进京赶考，官方不设“资格审查”，但你
得拜访名人，投身某个老师的门下做门
生，从而获得推荐，才能打着老师的旗
号去考试。这个时候就需要用“门帖”
了，谓之其间往来，尤其是录取放榜之
后，必须上门拜谢，专用的“拜帖”随之
产生。而春节表达心意的“门状”，无疑
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拜年帖”了。

盛行：为了图省事，“拜年帖”被广
泛使用

根据现在能够看到的文字记载，
“拜年帖”的盛行在大宋王朝，地点是
当时的“国际性大都市”东京汴梁，也
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

催生“拜年帖”广泛使用的直接原
因，除了显示身份、联络感情之外，还
因为当时的人们越来越懒，疏于往来
走动和面对面交流。当时的汴梁文人
云集，官员众多，是上层人物聚集的地
方。需要走动拜年的人实在太多，带
来几个问题：一是时间不够用，不该拜
的拜了，那自然没有问题，但是应该拜
的没去拜，那问题就大了；二是见人磕
头实在太累，就算只作揖也会胳膊酸
疼，不磕头不作揖又不够礼貌。怎么
办呢？于是程序进一步简化：用专用
的帖子拜年。

宋代人周辉在《清波杂志》中说得
很清楚：“宋元祐年间，新年贺节，往往
使用佣仆持名刺代往。”这种名刺是用
一种梅花笺纸裁成的 2 寸宽、3 寸长的
纸片，上面写着受贺人的姓名、居住地
址和恭贺新年的吉利文字，以此代为拜
年。对于那些平时往来较少的亲戚、关
系一般的朋友、应酬不多的同僚或者生
意伙伴，写张“拜年帖”派人送去，也就
算是过节没有忘记你，如此而已。

北宋年间，开始出现名帖收藏家，
并将所藏选刊刻石。如《游宦纪闻》记
载的《元祐十六家墨迹》，就是最古老
的一部名帖集。其中著名词人秦观的

《贺正旦》帖，可能是现存最古老的名
人“贺年片”，也就是“拜年帖”。

此外，“拜年帖”的用语也有严格
的讲究，尤其表明身份的词语都不能
用错。

既然“飞帖”可拜年，那么，由谁来
接受“飞帖”呢？人们不可能总是站在

门口等待。持“拜年帖”的佣仆因为任
务繁多，不可能也不适宜进入别人家
门。为此，有些人家就在门前的墙壁
上糊上一个红纸袋，上面写有“接福”
两个大字，持“拜年帖”的佣仆到此不
用敲门，将“飞帖”插入“接福”的红纸
袋即可离身。

当然，对于传来的帖子和前来拜
年的来客，大户人家要登记造册，做到
心中有数，牢记友情。因此，大户人家
还专设了“门簿”，进行详细记录。譬
如，来客或“飞帖”的主人，辈分或官
职，以及详细居住地址，以便回拜回
帖，这才真叫“礼尚往来”。

泛滥：“拜年帖”逐渐盛行过度包
装

到了明代，投谒拜年成为普遍的交
往形式，礼仪的成分多于情感的内容。

明 代 陆 容 在《菽 园 杂 记》卷 五 中
云：“京师元旦日，上自朝官，下至庶
人 ，往 来 交 错 道 路 者 连 日 ，谓 之‘ 拜
年’。”著名文人文征明，在他的一首题
为《拜年》的诗中写道：“不求见面惟通
谒，名纸朝来满敝庐；我亦随人投数
纸，世情嫌简不嫌虚。”由此可见，“拜
年帖”当时已经被大众广为使用了。

与此相应的，就是“拜年帖”的高
度形式化、华美化。宋明时期，“拜年
帖”的制作越来越复杂，投递的讲究也
越来越多。有的在红绫制成的帖子
上，撒上赤金为字，有的用整幅织锦做
帖子，上面的吉祥用语是预先织成的。

“拜年帖”泛滥的主要标志，是逐
渐盛行“过度包装”：给帖子加上底壳，
用不同颜色的包装区别不同的帖子。
下级送给上级，用青色底壳，门生初见
老师，用红绫制底壳等。

清人《燕台月令》形容北京年节：
“是月也，片子飞，空车走。”这成为当
时的社会时尚和一道亮丽的景观。一
个“飞”字，足可以看出街头传递片子
的繁忙热闹景象。

但在清代，“拜年帖”也已经彻底
变味。从文人雅士的酬酢、民间亲友
的礼节，变成了官场交易的工具，乃至
于皇家色彩的“规定礼数”。帖子上不
但署名，还要用印，而且专门发明了一
种拜匣，用来盛放“拜年帖”。拜匣的
出现，让“拜年帖”跟木头扯上了关系。

拜匣除了礼仪的程式化之外，更
多的是官场腐败使然。拜匣用料名
贵，工艺精良，雕刻花纹、配饰金银等，
内中除了一张帖子，通常还有古玩玉
器、珠宝金银，乃至直接的银票。从流
传至今的拜匣就可以看出，仅拜匣的
红木材料就已经价值连城了。

三十张“拜年帖”让李鸿章惊出冷汗

李鸿章负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
时候，有一项职责就是代转海外使臣给
皇上的奏折，其中当然包括每年的“拜
年帖”。当时给皇上的节日奏折，也叫

“请安折”，是最高等级的“拜年帖”。
那个年代没有快递，因此邮件传

递得走海路，慢得很。因此，派驻各国
的使臣要早早把“拜年帖”寄来，临到
过节再由李鸿章转呈上去。

这 时 大 清 朝 派 驻 美 国 的 使 臣 是
崔国因，此人不但是李鸿章的安徽老
乡，还是李鸿章一手提携上来的，甚
至连崔国因出使美国，也是由李鸿章
保荐的。

崔 国 因 的 外 交 业 务 水 平 没 有 问
题，就是和朝中大臣的人际关系处理
得不太好，有时也不太注意细节。临
到“封印”（春节放假）的前一天，李鸿
章才发现，崔国因寄来的“拜年帖”出
了大问题——请安折咨文上的印花盖

反了。再一检查，他寄来的 30 个文件
上的印花都是反的。按照大清公文管
理规定，印花倒盖是“大不敬”，严重的
话是要被杀头的，说不定还会牵连到
李鸿章。

李鸿章不由得惊出一身冷汗：这种
“拜年帖”递上去自然不行，不给皇上
“拜年”更不行，但时间紧急，崔国因远
隔重洋，通知都来不急，更别说改寄了。

幸好李鸿章不但会做官，“应急处
理”水平也是一流。他马上找到奏事
处打通关系，奏事处也很给李大人面
子，呈奏折时遮掩住印花，总算把这事
忽悠过去了。

但是奏事处最后“索京蚨八千”，
也就是说奏事处的办事人员后来向李
大人索要了一些钱，代价可谓不小。

李鸿章心有余悸，专门将印反了
的印花剪下一张，作为标本，寄给美国
的崔国因，叮嘱他，今后还要进拜年
帖，千万别再出差错了。

（据《解放日报》）

古人春节流行“飞帖”拜年
〖大观〗

喜气盈盈过春节。 (资料图）

赠送拜年贴。 (资料图）

“万年有道，四海同春”“福同
春满，学与时新”“中华全盛日，世
界大同春”，这些出现在民国元年
的春联，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

春联作为中国特有的文
学形式之一，又称“春贴”“门
对”或“对联”，是中华民族过
春节的重要标志。“二十八，贴
花花”“二十九，贴倒酉（意即
贴春联）”。按照各地习俗，贴
春联的时间也稍有差异，只需
在过年前即可。然而，贴春联
的 场 合 和 风 俗 还 是 很 讲 究
的。比如“五谷丰登，六畜兴
旺”用来贴于猪舍、鸡（鸭）舍
处，而“上天言好事，下界降吉
祥”则贴于厨灶处。遇到有丧
事 的 人 家 ，第 1 年 贴 白 色 春
联，第 2 年贴绿色春联，第 3 年
贴黄色春联，内容如“天下皆
春色，吾门独素风”等，民间称
之为“孝联”，用以寄托家人的
哀思，只有到了第 4 年的春节
时才恢复用红色春联。

清代《燕京时岁记》上记
载：“春联者，即桃符也。”可见
春联起源于桃符，最初是悬挂
在大门两旁的长方形桃木板，
由此演化成春联。王安石的

《元日》诗中就有“千门万户曈
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之句。
笔者有幸收藏了一本民国元年
的线装本春联图书，它长 18厘
米，高 11.8 厘米，共 38 页。该
书封面中央为 3个红色行楷繁
体字“新春联”，右侧印有“增补
各种春联具备”“每册定价半
毫”字样，左下侧标有文字“会
城大新街文明印书局出版”。

翻开首页，序言部分占满
一页，开头为“民国成立，颁用阳
历。诸凡陋俗，应随以转⋯⋯”
落款为“中华民国元年，李春华
谨序”。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该
书除以行业分类，罗列了不同的
春联供选用外，还在后半部分添
出了“增补各种新春联”。

当代人们一定很好奇，第
一副春联是怎么出现的。相
传，五代时的后蜀国君孟昶喜
欢标新立异。公元 964 年除
夕，他突发奇想，让手下学士
辛寅逊在桃木板上写了这样
两句话作为桃符：“新年纳余
庆，嘉节号长春。”也就是说，

“新年享受着先代的遗泽，佳
节预示着春意常在”，蕴含着
喜迎新春、祈求幸福的意思。
两句话的头尾嵌入了“新春”
二字，中间则嵌入了“嘉节”两
个字，合起来“新春嘉节”，非
常巧妙。这被认为是我国有
历史记载的第一副春联。

从宋代开始，桃符从原来
的桃木板逐渐被纸张替代，民
间称为“春贴纸”。到了明朝，
过年贴春联的习俗得以盛行，
据说与喜欢热闹的明太祖朱
元璋不无关系。有一年除夕，
他颁布御旨，要求金陵家家户
户都要用红纸写成的春联贴
在门框上，来迎接新春。大年
初一，朱元璋微服巡视，发现
有一户没有贴春联，询问得知
户主是一位从事杀猪和劁猪
营生的师傅，因过年特忙，还
没来得及请人书写。朱元璋
当即命人取来笔墨，写下一副

“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
是非根”的对联，被争相传颂。

（据《北京青年报》）

民国元年春联新味
〖趣说〗

“红头文件”并非法律用语，是
老百姓对“各级政府机关”（多指中
央一级）下发的带有大红字标题和
红色印章文件的俗称。

“红头文件”始于南北朝的西魏
时期，当时有位出色的政治家苏绰，
他博览群书，精通天文地理，尤其擅
长算术。据《周书·苏绰传》记载：

“绰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计
账户籍之法。”“朱出墨入”，指的是
朝廷发出的文书是用朱（红色）标，
下面上呈的文书是用墨（黑色）标，
界限严明。由此可见，我国今天施
行的公文程式是由他制定的，而“红
头文件”已经有 1400 余年的历史。

（据《人民日报》）

“红头文件”
已有千年历史

人在旅行过程中产生“水土不
服”的症状非常普遍，此前研究已经
表明，“水土不服”与饮食改变带来
肠道菌群的变化有一定关联性。华
中科技大学科研人员近日揭开了肠
道菌群在“水土不服”症状产生、发
展和恢复过程中的变化规律。

“一个人到了异地一开始饮食
不习惯，但是过段时间也能适应，这
就是肠道菌群的可塑性。在外地过
一段时间回到原地，又能适应回来，
这就是肠道菌群的弹性。”华中科技
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招募了一
支由 10 人组成的志愿者团队，他们
从北京出发，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停留了 6 个月，然后返回北京。

科研人员通过整合志愿者的饮
食信息，证实了肠道菌群的双向可
塑性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饮食调
节，志愿者在外地消费的食物消耗
量增加与肠道微生物群落结构的变
化显著相关。

专家表示，肠道菌群的双向可
塑性模式的发现，有助于指导科研
人员对肠道微生物组相关疾病的临
床诊疗。 （据《科技日报》）

人为啥“水土不服”？

“烂醉如泥”一词解释成一个人
由于饮酒过量而醉得瘫成一团泥的
样子——“烂醉如泥”中的“泥”成了

“烂泥、稀泥”。这是望文生义的结
果，是一种误解：很多人不知道，这
里 的“ 泥 ”并 非“ 土 和 水 合 成 的 东
西”，而是一种水虫。

“烂醉如泥”一词源于我国典籍
中的“醉如泥”一词。遍览古代诗
文，“醉如泥”一词颇多现身：元稹诗
有“安得故人生羽翼，飞来相伴醉如
泥”之句；李白诗有“三百六十日，日
日醉如泥”“傍人借问笑何事，笑杀
山公醉似泥”之词；杜甫诗中亦有

“岂藉荒庭春草色，先判一饮醉如
泥”之句。可见，“醉如泥”一词在我
国古代是妇孺皆知的。

既是民间寻常用词，那么“醉如
泥”中的“泥”到底指的是什么东西
呢？宋、明、清三代真有人为此做了
专门的“考证”。宋人吴曾在《能改
斋漫录·事实》一书中，对“醉如泥”
中的“泥”作如下考辨：“南海有虫，
无骨，名曰泥。在水中则活，失水则
醉。”明确指出，“泥”不是泥土，而是
一种特殊的虫子，水生，离开水便呈
泥状，如醉酒一般。明人张岱在《夜
航船·四灵部·虫豸》中解释得更为
清楚：“南海有虫，无骨，名曰‘泥’。
在水中则活，失水则醉，如一堆泥。
故 诗 人 讥 周 泽 曰‘ 一 日 不 斋 醉 如
泥’。”宋人张邦基在《墨庄漫绿》、宋
人洪迈在《对雨编》、明人陈继儒在

《群碎录》、清人吴景旭在《历代诗
话》等典籍中，都有类似的记载，就
连清代的百科全书——《康熙字典》
也做过这方面的记载。

（据《沈阳日报》）

“烂醉如泥”的“泥”
本指一种水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