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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记者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了解到，考古

工作者在今年度的陕西省神木县的石峁遗址考古过程中，

首次确认目前所见全国范围内面积最大的史前城址，是由

外城、内城和俗称的“皇城台”三座基本完整并相对独立

的石构城址组成。由于今年是首次考古发掘，石峁遗址内

还出土了两处人头骨堆积、多件玉器等，不仅显示出其是

中国北方地区 $###年前一个超大型的中心聚落，还对进

一步研究中国“古城、古国”等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等具有

重要意义。

图为考古发掘后的石城东门。 新华社发

2012：这一年，不简单

热词篇温故

2012年12月22日 星期六 壬辰年十一月初十
今日8版 第8679号 人民日报社出版 !"#!$%

’
& '()$* +,%-&%(& %')./+0

海

外

版

本栏目主持人：陈振凯

胡锦涛会见梁振英崔世安
温家宝同日会见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综合新华社消息：国家主席
胡锦涛 !"日下午在中南海分别会见了来京述职的香港特别
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和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崔世安，
听取了他们对港澳当前形势和特区政府工作情况的汇报。

胡锦涛表示，中央对特区政府的工作是肯定的，也是支
持的。希望香港澳门两地特区政府团结奋进，不懈努力，把
两地的事情办得更好，为“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作出更大
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参加了会
见。

又电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日在中南海紫光阁分别会
见了来京述职的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澳门特区行政长
官崔世安，听取他们的工作汇报。

奥巴马会见王岐山
据新华社华盛顿 !"月 "#日电（记者李拯宇、支林飞）

当地时间 !#日，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在白宫罗斯福厅会晤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多尼伦时，美国总统奥巴马礼节
性会见了王岐山。

王岐山转达了胡锦涛主席、习近平总书记致奥巴马总统
的口信和诚挚问候。中方表示，经济合作是中美关系的压舱
石，今年恰逢中美签署 《上海公报》 $# 周年，双边贸易额
已接近 %###亿美元。中方愿与美方探讨新形势下如何延续
和完善经济领域对话机制，为推动中美关系持续、健康、稳
定发展积累正能量。

王岐山在同多尼伦会晤时，听取了美方对发展中美关系
及国际和地区安全形势等问题的看法，并作了适当回应。

同日上午，王岐山还会见了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就中
美经济关系、世界经济形势等交换了意见。

眼下的中国正在进入崛起的关键

期。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我们

正处于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上最接近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重要时刻。”

世界史上大国崛起的历史表明，成

长的关键期往往可能意味着麻烦与困难

的频生。如果因此而失去了战略的洞察

力和决断力，可能会导致崛起的中断，

甚至坠下悬崖。能否始终保持战略清

醒，心无旁骛，不受干扰，牢牢盯住战

略目标，决定着大国崛起的成败。

从全球范围看，中国崛起的正负面

影响几乎是在同步增加。国际尤其是周

边环境虽在不断改善，但麻烦仍然不

少。近一年来，南海、东海波澜起伏。

美国推进“重返亚太”战略，树大旗、

搅浑水，让周边很不安宁。

下一步我们怎么走？是绕道而行，

还是破浪前进，怎样才能不让眼前的困

难干扰了我们实现战略目标的进程？

英国军事思想家和战略史家利德尔·

哈特说过，“战略能否获得成功，主要取决

于对目的和手段（工具）是否能作精确的

计算，能否把它们正确地结合起来加以使

用。目的必须与现有一切手段相适应”。

中国现在遇到的一些麻烦和难题，

主要还是中国崛起带来的。中国的崛

起，在给世界创造巨大共赢机会的同

时，也势必会冲击现有的区域和全球政

治、经济和安全格局。在相当长的时间

里，尤其是在新格局、新秩序尚未稳固

建立之前，盘算如何平衡中国力量，设

法对冲负面影响，甚至试图规制、遏制

中国的努力都会始终存在。

对于这些不利因素的长期性、复杂

性和曲折性，我们应有准确的把握与充

分的估计，并为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做

好准备。这样的准备越充分，我们就越

是有可能争取到最好的结果。这是“底

线思维”。

实现战略目标，更重要的还在于进

取。中国的崛起基本上是在一个和平发

展的大环境中实现的，其路径也是和平

发展。因此，如何全面规划和调度国家的

所有可用资源，包括软硬两个方面的力

量，运用多种方式手段化难为易，解决难

题，主动营造和平发展的环境，努力延续

战略机遇期，才是未来挑战的关键所在。

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些难题，有的是

可以暂时搁置的，但有的是已经无法再

搁置，也绕不过去的。况且，即使有的问

题能搁置，也绝不是可以束之高阁而不

管。搁置是为了更好地解决，如果不是通

过搁置而迂回化解，或借机主动创造解

决问题的条件，这些问题只会变得更复

杂、更麻烦，最终迫使我们不得不采取我

们并不愿意采取的方式来解决。

和平发展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伟

大创新。这一伟大创新是由一个个能够

化解麻烦、解决难题的小创新积累而成

的。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不拖拉，不

推诿；稳中求进，下气力、下工夫地去化

解一个个难题，我们就能够维护好中国

的核心利益，牢牢把握住战略主动权。

今天的中国，实力非昔日可比。我

们拥有了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强大的

掌握自己命运的力量。如果说，以往中

国的崛起是抓住了全球大格局变化的战

略机遇，而今天的中国则有了更多为自

身和平发展创造战略机遇的能力。这同

样也是中国崛起进入关键期的重要标

志。用好这一能力关系到两个百年的战

略目标的实现，同样也关系到全球和区

域政治、经济和安全秩序的调整与重

建。一个朝着小康社会迈进的中国必定

是和平发展新秩序的建设性贡献者。

（作者为本报高级编辑）

中国崛起的“底线思维”
! 丁 刚

“语言狂欢”背后的中国成长
本报记者 潘笑天! !尹晓宇

这是报章杂志上的铅字，这是网络论坛里的吹水，这是你我口中的生活。

!"#! 年，“正能量”聚沙成塔，中国前行聚拢力量；“表哥”“房叔”落马，

打击贪腐没得商量；“屌丝”调侃“逆袭”，憧憬民生新的盼望；“秋裤”失宠，人们

期待解开“纠结”少迷茫。

这一年，这些词，很热。它们，或儒雅、或粗犷，或宏篇巨作、或微观打量。在

人们口中相传———

“最美中国人”和“中

国好声音”的“正能量”

"#!"，有一股力量，给人信心。
“正能量”，今年的时髦词，不温

不火地冒了出来，打在人的心窝子里，
是暖的。

它是一群“最美中国人”勾勒的风
景。歼%!&舰载机研制现场总指挥罗阳
鞠躬尽瘁，司机吴斌忍着剧痛安全停
车，教师张丽莉舍身救学生，互联网上
的“微公益”积少成多温暖人心……在
雷锋离开我们 &#年的今天，他的后人
沿着他人生价值的坐标前行。“正能量，

无所畏。”在北京街边的广告牌
上，这 '个字迎送着路人。

它是一组“中国好声音”
叩响的坚定。习近平总书记在
南海之滨发出的号召掷地有
声，“聚合各项相关改革协调
推进的正能量”、“改革不停
顿、开放不止步”。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结束后
的第三天，中央政治局常委、国

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召开会议时再谈“改
革红利”，“改革要打破部门、行业利益
和固有格局”，“促发展不能自拉自唱”。
【点睛】 “正能量”，这个科学名

词如今指向一切令人向上的动力和情

愫。这是每个人肌体里“向善”的细

胞，是骨髓里一种“进取”的态度。

“政治清明”掀落一

“表”人才

"#!"，有一把利剑，锋芒毕露。
“网络反腐”，中国的“表哥”、

“房叔”们日子不好过了。(月，陕西
省安监局原局长杨达才的脸上没了
“微笑”。网友替这位“表哥”晒出家
底：名表、皮带、眼镜……时隔数日，

之前还淡定“辟谣”的杨达才跌落马
下。!#月，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
局番禺分局原政委蔡彬只剩下了唯一
的头衔———“房叔”。被网友曝出一家
人竟有 "#余套房产后，蔡彬被撤。网
络上，一“表”人才难有容身之地。
“政治清明”，中国官员的财产公开

将有制度依据。日前，广东省推出反腐
制度探索，珠海市横琴新区、韶关市始
兴县、广州市南沙区将开展领导干部家
庭财产申报并在一定范围公示的试点
工作。“申报”向“公示”的跨度是 "#多
年间反腐进程从量变到质变的努力。
【点睛】 “表哥”、“房叔”前赴

后继，“艳照”、“雷语”晒上网络。

网络反腐声势不小，如何用好这把双

刃剑值得思考。反腐败离不开制度设

计，只有民意表达与制度反腐形成合

力，才能把对腐败的“零容忍”变为

贪官的“零生存”。

“屌丝”“逆袭”，

“元芳你怎么看”？

"#!"，有一种心态，期待关注。
!! 月，网络热词“屌丝”登上

《人民日报》。一时间，网民调侃“屌
丝”“逆袭”。
“屌丝”，是一场群体性的自嘲。原

本贴吧里球迷粉丝的恶搞称呼成了普
罗大众自我认同的岔路口。他们出身平
凡，不是“高富帅”，他们争相贴上“自
卑”的标签，但也渴望获得社会的认可。
“逆袭”，是关于安全感的憧憬。

原本游戏的常用语成为“逆境反击”
的励志词。这背后，是人们对机会平
等、公正透明的期盼，是普通人通过
诚实勤奋就能实现自我价值、追寻幸
福人生的制度渴求。

如今，“幸福”有了庄严的承诺。
十八大报告中，“建成小康社会”蕴
藏亿万百姓的福祉，“收入翻番”考
量 )*+数字之外民众的“体感指数”，
“美丽中国”驱散萦绕心头的灰霾阴
影，“三个公平”释放改善民生和加
强社会建设的明确信号。
【点睛】 “航母 $%&'(”风潮是

“屌丝”式娱乐精神的最新标注，嬉笑

之后的回味，是对国强的自豪，是对

民富的期冀。在一场关于“幸福”的

追问中，人们问：元芳，你怎么看？

元芳扮演者张子健说得好：其实每个

人心里都有自己的答案。

“秋裤”失宠，人们期

待“下水道”式的“良心”

"#!"，有一道眼神，直视纠结。
这是城市发展焦虑后的反思。今

夏，暴雨侵袭成灾，生命的代价触摸
城市内涝的阵痛。众人疾呼：重面子、
轻里子的浮躁不能延续。在这个语境
下，苏州的“秋裤”、抚顺的“大铁
圈”等“城市名片”难免失宠。

这是牵一发动全身的尝试。年末，
“异地高考”的探索可谓“啃硬骨头”，
不同观点的碰撞各执一词。寻找教育
公平的路径，实则指向城镇化发展需
破解的系列难题：户籍改革、劳动就
业、社会保障、纠纷调解……
【点睛】 经济发展的飘红曲线好

似城市里的高楼大厦，社会管理的顶

层设计如同地底下的基建管道。转型

发展的步点要踩在民声的节奏上。解

开纠结，需要有智慧把握。

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能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

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声声声声声声声声声声声声声声声声声声声声声声声声声声声声声声声声声声声声声声声声声声声声声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改改改改改改改改改改改改改改改改改改改改改改改改改改改改改改改改改改改改改改改改改改改改改革革革革革革革革革革革革革革革革革革革革革革革革革革革革革革革革革革革革革革革革革革革革革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

航航航航航航航航航航航航航航航航航航航航航航航航航航航航航航航航航航航航航航航航航航航航航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屌屌屌屌屌屌屌屌屌屌屌屌屌屌屌屌屌屌屌屌屌屌屌屌屌屌屌屌屌屌屌屌屌屌屌屌屌屌屌屌屌屌屌屌屌丝丝丝丝丝丝丝丝丝丝丝丝丝丝丝丝丝丝丝丝丝丝丝丝丝丝丝丝丝丝丝丝丝丝丝丝丝丝丝丝丝丝丝丝丝逆逆逆逆逆逆逆逆逆逆逆逆逆逆逆逆逆逆逆逆逆逆逆逆逆逆逆逆逆逆逆逆逆逆逆逆逆逆逆逆逆逆逆逆逆袭袭袭袭袭袭袭袭袭袭袭袭袭袭袭袭袭袭袭袭袭袭袭袭
袭袭袭袭袭袭袭袭袭袭袭袭袭袭袭袭袭袭袭袭袭

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丽丽丽丽丽丽丽丽丽丽丽丽丽丽丽丽丽丽丽丽丽丽丽丽丽丽丽丽丽丽丽丽丽丽丽丽丽丽丽丽丽丽丽丽丽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

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芳芳芳芳芳芳芳芳芳芳芳芳芳芳芳芳芳芳芳芳芳芳芳芳芳芳芳芳芳芳芳芳芳芳芳芳芳芳芳芳芳芳芳芳芳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怎怎怎怎怎怎怎怎怎怎怎怎怎怎怎怎怎怎怎怎怎怎怎怎怎怎怎怎怎怎怎怎怎怎怎怎怎怎怎怎怎怎怎怎怎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
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治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
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

庆祝两国建交 $#周年

中澳总理互致贺电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与澳

大利亚总理吉拉德!"日互致贺电，热烈庆祝中澳建交$#周年。

要求加强自身作风建设

中央军委印发十项规定
据新华社北京 !"月 "!日电 中央军委日前下发通知，

印发《中央军委加强自身作风建设十项规定》。
规定要求，军委同志调研要轻车简从，简化迎来送往。

要大力改进会风，少开会、开短会、开解决问题的会，少讲
话、讲短话、讲管用的话。军委同志要减少事务性活动。要
精简文件、电报、刊物、简报。要规范出访活动，严格控制
随行人员，严格按照规定乘坐交通工具，外方所赠礼品严格
按中央有关规定处理。要改进警卫工作，减少扰民扰兵，严
格控制使用警车，不随意使用警灯、警报器。要简化新闻报
道。要严格文稿发表。要切实改进接待工作，安排军委同志
会议和调研等各项公务活动要严格执行接待工作规定，不得
提高标准。军委同志要旗帜鲜明反对腐败，带头遵守廉洁自
律各项规定，决不谋私利，决不搞特权，自觉接受监督。

两省政府主要负责人职务调整
李强任浙江省代省长

娄勤俭任陕西省代省长

本报杭州 !" 月 "! 日电 （记者王慧敏） 浙江省十一
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 !"月 "!日决定，接受夏宝
龙辞去浙江省省长职务的请求，任命李强为浙江省副省
长、代理省长。

本报西安 !"月 "!日电（记者杜峻晓）陕西省十一届
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月"!日通过决定，接受赵正
永辞去陕西省省长职务的请求，娄勤俭任陕西省代省长。

寒潮蓝色预警接连发布

北方大部迎来入冬最冷天
多地降温幅度达 !#—!"&

本报北京 !"月 "!日电 （记者刘
毅）气象监测显示，今天，新疆大部、
甘肃西部以及内蒙古西部出现入冬以
来的最低气温，新疆阿克达拉气温降
至%$!,-&，破了历史同期最低值。中
央气象台预计，明后天，北方大部地
区将纷纷迎来今年入冬后最冷的一天。

中央气象台"!日!.时继续发布寒
潮蓝色预警：受强冷空气影响，预计"!

日"#时至"/日"#时，西北地区中东部、

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黄淮大部、江
淮东部、江南东部、华南、云南东部等地
气温将先后下降'—.&，其中，内蒙古
中东部偏南地区、华北北部、东北地区
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降温幅度有
!#—!"&，局地可达!$&；长江中下游
以北地区将先后出现$—'级偏北风。

右图：!" 月 "! 日，河南省郑州

紫荆山公园的花朵银装素裹。

新华社记者 赵 鹏摄

史前最大城址结构首次确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