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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英国一家
媒体选取了一个观察中国的视角。报
道称，由于营养改善，中国男性和女
性的平均身高和体重都比40年前有
所增加，男性平均体质指数（BMI）从
1975 年的 20.9 升至 24.3，女性平均
值也从 21.3 增加到 23.6。乌干达一
家媒体也引用中国谚语“人勤地不
懒”，描述中国改革开放 40年，依靠
辛勤的劳动、技术、创新与合作实现

了长足的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改革开放

40年积累的宝贵经验时指出，“必须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实现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改革开放 40年
来，中国取得的成绩世界瞩目，一条重
要经验就在于，我们确立了一套体现
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
造活力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既通过提出并贯彻

正确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带领人民
前进，又从人民实践创造和发展要求
中获得前进动力”“充分激发蕴藏在人
民群众中的创造伟力”。牢记初心和
使命，需要通过最广泛、最真实、最管
用的制度体系，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
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作为制定政策
的依据，顺应民心、尊重民意、关注民
情、致力民生。

扎根基层，依靠人民群众，回应
人民群众需求，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的出发点，也是发展的动力源泉。40
年来，中国大地上涌现的大量民主政
治创新实践，都与紧密依靠群众、发
动群众，激发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创

造力有关。比如，浙江台州温岭市的
干部群众聚在一起，在民主恳谈会上
通过“参与式预算”的方式，管好政府

“钱袋子”；浙江绍兴枫桥镇的老民
警、老支书和德高望重的乡贤，通过
互联网平台与产生矛盾纠纷的村民
谈心、聊天，让“枫桥经验”焕发出时
代感；四川成都的居委会和社区组织
一道，组织居民对每年政府拨款的使
用规划进行讨论，让决策更“接地
气”。正因为有了群众的参与和智
慧，基层民主政治实践才能迸发出新
的活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健全民主
制度、拓宽民主渠道、丰富民主形式、

完善法治保障，确保人民依法享有广
泛充分、真实具体、有效管用的民主权
利。”从实践来看，解决人民群众所需
所急所盼，让人民共享经济、政治、文
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发展成果，不
仅需要了解老百姓的物质和精神需
求，还要以灵活的方式加强与群众沟
通，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尤其在
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借助互联
网平台，引导群众积极参与公共监督、
专项听证等，是新时代善用群众工作
方法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重
要举措。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
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

命，也是改革开放的初心和使命。民
之所望，改革所向。中国共产党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体现，才催生出
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40年后的今
天，我们积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但遇到的问题更加复杂，只有扎根基
层，才能了解真需求、真难处，才能找
准改革的方向和突破口。也唯有扎根
基层，汲取来自人民群众的创造力，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得以丰富和发
展，并不断指导着日新月异的实践，让
群众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实现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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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谜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中的一朵奇葩，
它于简洁含蓄中，蕴含丰富的文化内涵，许多
民国文人都善于运用灯谜。

著名学者胡适，于1925年2月10日在《晨
报》以《新月社灯谜》为题撰文，记下了他创作
的7条灯谜，多古奥难猜。较通俗的如“双燕
归来细雨中”（打一字：“两”）；“惟使君与操耳”
（打一民国人物：许世英）。胡适爱谜，也有人
以胡适的名字制作灯谜：“未禀尊师胡适之”
（打陶渊明文一句，谜底：“先生不知何许人
也。”）这则灯谜，底面扣合无瑕，面无闲字，集
名人名句于一谜，令人拍案叫绝！

文学大师鲁迅更是一生与灯谜结缘。他
不仅把灯谜运用到文学创作之中，而且还渗透
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如他的140多个笔名，多
运用灯谜的手法，如“华圉”暗隐当时的中国
（华）是个大监狱（圉）；“丰之渝”意为“封建之
余孽”的缩写谐音。在与友人的通信中，他也
时常运用灯谜。一次，他在写给钱玄同的信
中，用了“鲜苍载”一词，并加了书名号。显然，
这是一本书，但是谁也没有听说过。原来，这
是鲁迅运用“分扣法”制作的一则灯谜。“鲜”扣

“新”，“苍”扣“青”，“载”扣“年”。《鲜苍载》者，
《新青年》也。像这样的例子还很多。

作家老舍每逢春节，吃罢年夜饭，便从书房
抱出一沓工工整整地写着自己创作的灯谜的红
纸条，这些纸条上多是猜国名、地名一类。他叫
孩子们把这些谜条挂在铁丝上，然后要大家猜，
若猜中了，便能得到他的一首小诗、一幅字或是
几颗大蜜枣。老舍用制谜猜谜的形式给节日里
的家庭平添了几分欢乐与情趣。1940年，广西
桂林新开了一家川菜馆，开张之日，店家贴出告
示：“本主人灯谜候教，猜中奉送川菜一桌。”当
时著名小说家端木蕻良赠诗一首：“未到巫山已
有情，空留文字想虚名，可怜一夜潇湘雨，洒上
芙蓉便是卿。”（打《红楼梦》一人名）此谜悬挂很
久，最后被一位老者猜中（谜底：晴雯）。这家店
主人也的确够风雅。

灯谜仅是这些文人生活之余事，却融知识
性与趣味性于一炉，让我们看到了他们丰富的
生活情趣和深厚的文化素养。（据《太原晚报》）

民国文人善用灯谜

每逢元宵节，我国民间有观灯猜谜的习
俗。灯谜又名文虎，猜灯谜，亦称打虎、弹壁
灯、商灯、射、解、拆等，现在人们都习惯用“灯
谜”一称。

灯谜在我国由来已久。灯谜最早是由谜
语发展而来的，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它是一
种富有讥谏、规诫、诙谐、笑谑的文艺游戏。谜
语悬之于灯，供人猜射，开始于南宋。《武林旧
事·灯品》记载：“以绢灯剪写诗词，时寓讥笑，
及画人物，藏头隐语，及旧京诨语，戏弄行
人。”南宋时，首都临安（今杭州）每逢元宵节
时制谜、猜谜的人众多。开始时是好事者把谜
语写在纸条上，贴在五光十色的彩灯上供人
猜。因为谜语能启迪智慧又饶有兴趣，所以流
传过程中深受社会各阶层的欢迎，当时不少的
文学家都成为制谜高手。

“灯谜”的正式命名是在明代。明代文学
家王鏊在《姑苏志》中记载：“上元灯市，藏谜者
曰‘弹壁灯’。”所谓“弹壁灯”，是指灯笼一面靠
壁，三面粘贴谜条。由于在灯上粘谜，所以叫

“灯谜”。因为是元宵佳节的点缀，所以也叫
“春灯谜”。

明清两代，灯谜活动的举行频繁，规模也不
断扩大。不仅在元宵节，中秋、七夕（七月初七）
也经常举行灯谜活动。在明末，扬州谜家马苍
山首创了“广陵十八格”（广陵是扬州的古称），
卷帘、徐妃、粉底、虾须等绝大多数谜格都沿用
至今。灯谜格式自“广陵十八格”之后，不断增
加，如《清嘉录》记谜格24种，《拙庐谈虎集》记
谜格60种，《谜格释略》记谜格200余种，《增广
隐格释例》记谜格多达407种。谜格的创立，标
志着灯谜发展到成熟阶段。小说《红楼梦》《镜
花缘》等，都有猜灯谜的情节。灯谜经过这些文
学作品的渲染和传播，更加普及于民众。

元宵猜灯谜，颇具生活情趣，这一古老习
俗，相沿至今经久不衰。 （据《北京青年报》）

“灯谜”在明代被正式命名

〖趣说〗

天安门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见证者，它不
仅目睹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衰落的悲
凉，见证了中国人民一次次要民主争自由，
反抗外国侵略和反动统治的斗争，同时还见
证了新中国发生的一切重大事件，更是共和
国举行盛大庆典的地方。可多少人知道，现
在人们看到的城楼，其实已经是1969年至
1970年重建的城楼。

曾是封建王朝权力的象征

天安门作为明、清两代皇宫的正门，新中
国成立后，又因在历次大型庆典活动中作为
主席台而名扬四海，并进而成为了首都北京
的代表性建筑和新中国的象征。因此，凡是
来到北京的中外游人，无一不想一睹其庄严
雄伟之风采。以开国大典为标志，天安门城
楼成为了新中国的象征，给人民带来了欢乐，
也带来了信心和力量。在1949年前，天安门
城楼与整个北京城一样，已经是破旧不堪，
1949年后不得不进行几次修缮。

1949年夏秋之际，为迎接开国大典，因时
间紧迫，北平市政部门只是重点对天安门城楼
多年来积存的鸽粪、蒿草等污物进行了清除，对
破损的砖瓦、门窗等构件进行了简单的整修。

1952年，北京市第四届第一次各界人民
代表大会，决定较全面地修缮天安门城楼。
这是自1690年（清康熙二十九年）之后，在
长达260年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的修缮工
程，主要对破损的门窗和个别已经腐朽的梁
木进行更换，对屋顶梁桥和天花藻井的彩绘
重新进行彩画。

在这次修缮过程中，工人们竟然在城楼
西边的木梁上，发现了3发没有爆炸的炮弹，
而弹壳上还隐约可见几个英文字母。这3发
炮弹是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历史罪证，使人
不由地回想起我国近代史上屈辱的往事。

天安门城楼经过这次修缮，整个面貌焕
然一新。北京市政府为把城楼的大殿装饰
得更有气魄，更有古朴典雅的民族风格，决
定将大殿内的宫灯全部更换，并决定请一批
国画大师为新宫灯作画。

老舍先生闻知此事后，决定为修缮天安
门城楼尽一份心力。他亲自出马，邀请到当
时最擅长国画的诸多名家——于非闇、徐燕
荪、王雪涛、秦仲文、胡佩衡、溥雪斋等老先
生参加这项工作。

这些国画名师充分发挥自己的技艺，以
自己独特的风格、奇妙的构思、精湛的笔墨，
为巨大的新宫灯四面配画。这些名家的大
手笔果然不同凡响，为古老的天安门又增添
了新的光彩。1956年，北京市政府又对天安
门城楼东北翼角及劈裂、脱样的角梁进行了
翻修，并且接长了城台栏杆扶手。为确保天
安门的绝对安全，有关部门还在天安门顶部
四周安装了避雷设施。然而，天安门城楼自
1465年（明成化元年）建成后，毕竟已有500
年了。5个世纪的风霜雨雪和无数次的自然
灾害，所伤及的绝不仅是表面肌肤，内中沉
疴也在情理之中。

第一次检修差点流产

在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一次检修中，技术
人员发现城楼大厅里靠近毛主席座位的那
根12米高的巨柱，已经空了近10米。有关
人员迅速将这一险情上报中央有关部门。
中央立即派人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结果又发
现，天安门城楼因长期失修，建筑结构已严
重坏损变形，加之市内过度采汲地下水和城
楼自身重量，主体已严重下沉，虽经多次维
修加固，但未能彻底解决问题。结论是：问
题很严重，天安门城楼应该重新翻建。

1965年，翻建天安门的筹备工作正式开
始，不幸的是“文革”很快开始，天安门的翻
建筹备工作不得不暂停下来。1966年 3月
的邢台地震，波及天安门，使天安门城楼的
结构严重损坏、变形，已有260多年没有进
行大修补的天安门，危在旦夕，有塌垮的可
能。政府组织力量对城楼内的五架梁、西山
花踏脚木、划架柱进行了加固，将部分倾斜
的梁柱等构件增加了铁箍。

这些，都是临时应急措施。考虑到保护
天安门城楼这一历史古迹的需要，也为了确
保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节日庆典时的安全，
1969年国务院决定，拆除旧天安门城楼，在
原址按原规模和原建筑形式重新修建，建筑
材料全部更换新的。

重建天安门城楼方案经周恩来总理亲
自批准后，于1969年12月15日开工。中共
中央和国务院组成了有总参、北京卫戍区、

北京市革委会等有关部门参加的“天安门城
楼重建领导小组”。

北京的冬天本是不适合进行建筑的季
节，水泥在寒风中往往没有使用便会凝结。
当时选择这个时候动工，是因为来年五一劳
动节要照惯例在城楼上举行庆祝活动，国家
领导人都要登临，不得不抓紧时间施工。

承担这项任务的是北京市第五建筑工
程公司。公司组建了天安门工程现场指挥
部，组织了4个施工连队。整个工程是在极
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施工队伍都是军事化
管理。所有参与这项工程的人员不得透露
内情，对家人也要守口如瓶。

为确保工程秘密进行，整个天安门城
楼必须用苇席严密遮盖起来。天安门城楼
长66米、宽37米、高32米，要将这个庞
然大物整个罩起来，其难度可想而知。

当时的情况是，如果用钢管搭架，就
需1个月的时间。由于工期紧，任务重，架
子工人突破以往方法，用数根杉篙绑在一
起，层层连接，用苇席搭起天棚，将城楼
围得严严实实，留出送料的循环马道。不
到10天搭好天棚。同时，冬季施工需要保
温，他们又在中山公园内临时建起一座锅
炉房（当时公园已不对外开放）。因此在整
个施工期间，尽管外面是滴水成冰的隆
冬，棚内却温暖如春，昼夜通明。在整个
施工过程中，指挥部共组织了拆除、大木
安装、屋面 （上穴下瓦） 瓦、油漆彩画、
管道五大战役。拆除旧城楼，这是开工后
的第一个关键项目。

鉴于新建城楼要保持原来的形制和规
模，所以拆除旧城楼前，首先要进行测
量。五建公司选派了既懂经纬仪又机灵的
木工连组长姚来泉，配合测量局的同志工

作。他和测量局同志将城楼所有的斗、
拱、声、柱及端门等，一一进行了精确的
测量。在之后的拆除工作中，凡拆下的每
一件木构件，都需照原样画下图来，并拍
成照片，按顺序编号，然后交由北京建筑
设计院画图，再按照图纸进行木构件加
工。由于施工单位和设计单位配合默契，
拆旧城楼仅用了7天时间。

后来将测量的数据报告给毛泽东主
席。毛泽东主席批示：原样不动，尺寸不
变。

拆除中发现了数百年前镇楼之宝

天安门城楼除底座是砖混结构外，整个
城楼为木质结构，拆之前断掉全部电源。姚
来泉师傅带着两个人爬到天安门最高的脊瓦
处。按照指挥部的命令，他要找出正中的脊
瓦。他让两个工人分别从东西两侧往中间数
脊瓦数，他站在大约中间的位置，当两人各
数到43块时，自己脚下刚好还剩5块。于是
他在最中央的脊瓦作了记号，便赶紧向指挥
部汇报。

很快，指挥部的领导、专家、公安及警
卫人员上了楼顶。领导指着中间黄色的琉璃
瓦对姚师傅说：把它砸开。姚师傅用撬棍连
撬带砸，里面露出个30厘米见方的木盒，尽
管很旧，但上面清晰地雕着一对精美的二龙
戏珠图案。领导示意他打开。姚师傅用手轻
叩了一下木盒，说道：这是金丝楠木的。然
后用撬棍轻轻一戳，木盒酥了，姚师傅从里
面拿出一块“铜疙瘩”。专家拿起来仔细端
详，尽管光泽不那么亮了，但却是个实实在
在的金元宝！

“再摸摸！”姚师傅又从里面拿出块拇
指大的红宝石！又摸，是一粒粒像红铅笔

头似的东西，用手指一捻，变成了朱红色
的粉状物，若离若聚。专家们闻后说道：
是朱砂。此外，盒中还有五彩粮：黄豆、
高粱、黑豆、谷子和玉米，当然有的已分
辨不清了。专家根据史籍记载，说道：就
这些东西了。

当时，60 多岁的中国古建筑专家郭
老，拿着粉末状的朱砂说道：这是百年真
朱砂啊！

据说，金丝楠木盒里的所有东西都是
古代的避邪吉祥物，后全部上交国库。

（摘自《北京晚报》）

〖链接〗

1970年，为彻底解决天安门城楼几百
年来积存下的种种问题和不安全隐患，国
务院和北京市委决定将旧城楼拆除，按原
规模和建筑形制重建天安门城楼。那次天
安门城楼重建，是新中国成立后整修天安
门规模最大、较彻底的一次。

重建的天安门城楼具有较强的抗震能
力，所有的木质构件都做了防腐、防虫、防
火处理，铁质构件均镀锌防锈。增添了广播
电视、新闻摄影等现代化设施。重建的天安
门城楼实际通高34.7米，比以前高了83厘
米。这是因为设计人员和工人师傅们在施工
中吸取了明朝的建筑手法，增大了斗拱部分
尺寸，又调整了屋顶的举架增加了屋面坡度
使之上翘的缘故。

1984年，有关技术部门对城楼防雷设
施进行了重点检查和遥测，增加了防雷引
下线，考虑到城楼顶上彩灯、广播新闻、
电影等电器线路较多的原因，将彩灯电缆
线单取线路，引出大顶部位并安装了避雷
器。

1991年，天安门城楼上装置了238组
立面泛光照明设备。

1992 年，为迎接党的十四大胜利召
开，又在城楼上安装了14道光芒四射灯。

1994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45周年，对天安门及两侧红宫墙进行了大
规模修缮粉刷，新式大红灯笼取代了旧灯
笼，更换了城楼地毯和大厅内壁画，厅内
的红漆木柱、菱花格窗也全部进行了油饰。

2003年 2月 8日至4月 30日，天安门
城楼维护修缮暂停对外开放，此次大修主
要是更换城楼上的地砖、进行防漏水设施
的铺设。

2009年，天安门城楼为迎接新中国成
立60周年展开修缮，此次修缮工程主要以
对梁柱、屋顶等部位进行重新粉刷和彩绘，
目的是使天安门城楼在面貌上焕然一新。

2011年国庆节前，天安门进行每年例
行围挡施工，通过施工，工人还检查了天
安门城楼主体部分是否有开裂、漏水等情
况，然后进行修补。

2012年，为迎接国庆节和党的“十八
大”的召开，天安门城楼进行了“美容”，
风吹日晒的红墙被重新粉刷一新。

2013年5月2日至6月6日，经北京市
人民政府批准，对天安门城楼琉璃瓦屋面
进行维护保养施工，主要涉及6处。屋面整
体除草、清垄、补配缺失瓦件；修补破损
椽头，找补破损严重漆皮；连檐接口粘
缝，找补漆皮；博风板漆皮回粘，山花绣
带局部地仗修补贴金，以及金梅花钉头找
补贴金等。

天安门城楼重建秘闻天安门城楼重建秘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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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人员在天安门城楼搭设脚手架。

〖接力奋斗〗

〖七十巨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