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大发明”这一源自西方学
者的提法，虽已成习惯性说法，
却有特定的背景和含义。它还不
足以展现中华文明的主要技术成
就与特色。绝大多数国人都知道
中国的“四大发明”，本书指出，

“四大发明”的提法已被人们广为
接受，但多有误解，有必要进一
步探讨并加以澄清。

《中国三十大发明》 华觉明 冯立昇 主编
大象出版社 2017年5月

吴启钱

巡视是我们党开展党内监督
和反腐败斗争的“利剑”。按照

《中国共产党巡视条例》 的规定，
中央和省级层面成立巡视办和巡
视组、市县级成立巡察办和巡察
组，对所属党组织进行全面巡
视。在 《巡视条例》 修订以前，
市县级层面党委组织开展的叫巡
查 ， 机 构 就 叫 巡 查 办 和 巡 查
组。 巡视、巡察是政治巡视，
根本任务是发现问题，形成震
慑，推动改革，促进发展。从这
个角度看，巡视、巡察和巡查是
一样的，“巡”是手段，“视”、

“察”和“查”是目的。
但是，既然说法不一样，巡

视、巡察和巡查的内涵也有一定
的区别。

巡 视 ， 从 上 视 下 ， 重 在
“看”的过程，有一种掌控全局的

俯察的威严，重点是解决“尽在
掌控中”的“全覆盖”的问题，
更强调从政治上发现问题，目的
是落实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
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责任。

巡察，重在“察”，即了解情况，
重点是发现“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也就是要着力发现损害群众切身
利益、脱离群众以及“雁过拔毛”

“小官巨贪”“乡霸村霸”等腐败问
题和不正之风，目的是推动全面从
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密切干群党群
关系，厚植党执政的政治基础。

巡查，重在“查”，即查找和
查处问题，不仅强调发现问题，也
强调解决问题，也就是在查清楚问
题的基础上解决好问题。这样虽然
没有偏离巡视工作重在发现问题，
形成震慑的根本目的，却有点以巡
视、巡察全部或部分代替有关部门
处理问题的职能，从而可能影响

“全面了解和掌控”所属党组织情

况的巡视任务的完成。
因此，从巡视到巡察，在构

建“横向全覆盖，纵向全链接，
全国一盘棋”的监督网络的基础
上，在政治责任的分工上是有层
次区分、有所侧重的。市县以下讲

“巡察”，主要定位是既要坚持政治
巡察的要求，也要结合基层实际与
特点，既视更察，因此任务更具
体，要求更细致、更接地气。

巡察既然重点在察，察什么
就大有讲究。在政治巡视的前提
下，重点应该有三方面的任务：

一是察“官相”，即重点了解
和察看基层组织和干部“忠不
忠，勤不勤，能不能，廉不廉，
正不正”的情况，从中发现相关
问题。二是察“民意”，即紧盯

“最后一公里”，了解和察看人民
群众“苦不苦，顺不顺，安不
安，和不和”的情况，从中发现
基层组织和干部的问题。三是察

“舆情”，即从社会舆论中了解和
察看基层的腐败问题、不正之风
和党群干群关系，了解和发现基
层组织和干部的问题。

巡察定位是察，着力在察，
是在巡的过程中察，是为查而
察。因此，既要防止为巡而巡的
倾向，也要努力避免以查代巡，
关键要把握好三个环节：第一个
环节是观察，即客观地看看一个
地方、一个部门的总体情况，途
径是看看台账，查查资料，与被
巡察单位干部群众谈话，参加有
关会议等。第二个环节是视察和
体察，就是要真正深入基层、到
群众家里走一走，深入一线、到
现场看一看，在客观了解情况的
同时，主观体验、感受“官相”

“民意”和“舆情”，与人民群众
感同身受，防止被挡、被遮、被骗、
被忽弄。第三个环节是洞察，即透
过现象看本质，用政治眼光去看待

问题、分析问题、把握问题，把观察
和视察中发现的一般问题放在管
党治党的高度去分析定性，去查找
根源，去寻求解决办法。这样才能
明察秋毫，形成震慑，也才能推进
改革，促进发展。

巡察重察，因此要坚持“没
有发现问题就是巡察组的问题”
的问题导向，巡察干部要有真功
夫，能巡会察善察。

首先要身正。巡察要发现问
题，形成震慑，就要有胆量，敢
碰硬。打铁还得自身硬，正已才
能察人，自己过硬才能对人家提
出硬要求。

其次要心明。政治上要清醒坚
定，这是政治巡察对巡察干部的起
码要求，也是最高要求。明明有问题
而不想发现，这是政治态度问题。

再 次 要 眼 亮 。 就 是 要 有 观
察、视察、体察和洞察的真本
领。明明有问题，却没有途径和
方法去发现，就是本领有问题、能
力有问题。所以，巡察干部不仅要
有各方面的知识储备和训练，还要
懂得一些发现问题的技术和艺术，
使巡察中发现的问题“见事见人见
责任”，达到“组内认同，领导认
可，对方认账”的境界。

巡视、巡察、巡查，内涵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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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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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

老话新聊
漫画角

当下报告文学的写作，面临
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二十世纪
八十年代文学刚刚复苏时的社会
环境相比，报告文学受重视的程
度发生了很大变化，如何在新形
势下促进报告文学的蓬勃发展，
需要认真研究报告文学所面对的
外在环境的变化、反映内容的开
拓、传播方式的转变和创作模式
的更新等诸方面问题。又该如何
找出当下报告文学所存在的症
结，从而改变这一尴尬的局面？
我认为，如果报告文学一旦没有
了真相，没有了审视，没有了追
问，没有了思辨，没有了批判，
又怎能不被社会冷落和读者抛弃
呢？其实不是社会冷落了你，而
是你对社会漠不关心；不是读者
抛弃了你，而是你先抛弃了读
者，抛弃了自己的灵魂。

——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
会委员、一级作家陈启文

政府要建立良好的生产关
系，用新的方法去引导创新、保护
创新、治理创新，注重激发企业和
市场强大的力量去推动创新。在
此过程中，要严防红旗法案。十九
世纪五十年代，英国在全世界第
一个发明了汽车，但是遭到了马
车夫的抗议。1856 年，英国出了
一个红旗法案，要求每辆车前必
须有一个人拿着红旗引导，车的速
度不得超过每小时7英里。红旗法
案使得英国失去了汽车带来的先
发优势，反而使德国、法国和美国
后来居上，带动了整个石油经济的
发展。问题，总是有办法解决的，有
时候制度过多，反而让我们不能前
进。对于未来，我们只有探索。

——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

就说现在吧，作家不满批
评，读者不满批评，领导不满
意，群众不买账，就是批评内
部，似乎也互相不满。批评的存
在，似乎就是为了让人把不满发
泄到它身上。批评如何做到不
隔？这问题说起来复杂。和什么
不隔？和人生不隔？和现实不
隔？和批评家个人的实感经验不
隔？我用了这么多的疑问句，也
是要指出这个问题涉及的方方面
面。而每一个方面，对批评来
说，都不是容易对付的。我认
为，批评从个人生命、文学传统
和生活世界中产生，始终别忘了
批评是从哪里来的，就有可能克
服“隔”的毛病。批评中很多有用
的东西，理论、概念、思想、观点、
方法，都有可能成为产生“隔”
的因素。如何不隔，需要批评家
自己意识到，慢慢加以克服。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
新颖

朱晨凯

中国的“四大发明”，因对近
代世界历史进程产生过重要影响
而备受关注。“四大发明”的说法广
为传播，妇孺皆知，但“四大发明”
远不能全面反映中国的重大发明
创造与技术文化传统。中国历史上
究竟有哪些重大发明创造？为回答
这个问题，本书两位编者（华觉明
系著名科学技术史研究专家，冯立
昇系清华大学科技史暨古文献研
究所所长）于 2014 年开始策划并
组织科技史及相关领域的专家，编
写《中国三十大发明》一书，于今年
出版发行，对中国重大发明创造研
究及相关科技发展问题进行了系
统思考。

全书共计 50 余万字，近 600
幅图，由各领域的 32 位学者撰
写，分述自远古至当代的三十项
重大发明：粟作，稻作，蚕桑丝
织，汉字，十进位值制记数法和
筹算，青铜冶铸术 （2 篇），以生
铁为本的钢铁冶炼技术，运河与
船闸 （2 篇），犁与耧，水轮，髹
饰，造纸术，中医诊疗术 （其中
人痘接种另专列一篇），瓷器，中
式木结构建筑技术，中式烹调
术，系驾法和马镫，印刷术，茶
的栽培和制备，圆仪、浑仪到简
仪，水密舱壁，火药，指南针，
深井钻探技术，精细耕作的生态
农艺，珠算，曲蘖发酵，火箭与
火铳，青蒿素和杂交水稻。

书中首先对发明概念的界定
和分级、重大发明的遴选等问题
进行了专门探讨。编者认为，“发
明”的界定应该是：发明是原创
的具有认知、适应和改变自然
界、社会和人类自身之功能的技
术手段与方法，属于技术手段与
方法方面的创新。根据发明对自
然界的改造和人类社会发展所产
生的影响，将其分为四个级别：
重大发明、重要发明、一般性发
明、小发明。以造纸为例，造纸
术为重大发明，而加工纸和笺纸
创制属于重要发明，纸帘的改进
是一般性发明，由火墙烘纸改进
为机械化烘纸属于小发明。

编者通过对中国历史上重大
发明的梳理，可以发现重大发明
的数量在不同历史时期存在明显
的差异和起伏。大体上说，新石
器时代中、晚期，重大发明有 3
项；夏商周时期，重大发明为 4

项；两汉时期，重大发明数量明显
增多，达 9 项之多；魏晋南北朝则
只有 1项重大发明；隋唐五代重大
发明增至 5 项；两宋时期，重大发
明也有 5 项；明朝只有 1 项重大发
明；清代没有一项重大发明；清朝
灭亡后至今，百年间出现了 2 项
重大发明。这大致可以反映中国
不同时期重大发明数量的变化，
也说明不同时期中国人的创新活
力是起伏变化的。

书中由此得出一个结论：从
纵向比较看，中国古代科技有灿
烂辉煌时期，当今科技的发展态
势也令人鼓舞。若从横向比较，
明清两代是中国科技衰落和再次
跌入谷底的时期，而西方经过文
艺复兴、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
科学技术进入前所未有的加速发
展时期。特别是近代科学诞生
后，西方重大科学发现、技术发
明不断涌现，数以千计，而中国

只有 10余项，不仅远不及欧美科
技发达国家，与邻近的日本相比
也有很大差距，这也是需要我们
正视的事实。

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的涌现
需要什么条件？书中指出，综观
古今中外重大科技创新的事例，

可以发现创新源自民智的开发、
心灵的解放、志趣的追求和功利
的激励，这一切须以一定的社会
条件为前提。政治清明，思想自
由，学术独立，教育健全，创新
得到鼓励，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
方可源源不断涌现。因此，当务
之急是要培育适宜创新的社会环
境，形成发明创造的激励机制。

发明与发现是人类社会和文
明发展的内在的、原生性动力。
我们的先人曾经有过许多伟大的
发明创造，不仅推动了中华文明
的进步，而且对世界文明的进程
产生了重要影响。百余年来，中
国一直处于社会剧烈变化和文化
转型时期，重大发明创造不多也
在情理之中。我们应当在珍惜、
重视民族文化传统与历史经验的
同时，掌握文化转型与科技发展
的自主权，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
力，为人类科技进步和文明发展
作出更大贡献。

从“四大发明”到“三十大发明”
——解读不同时期的中国“创造”

偶遇 丁安 绘

【精彩书摘】

【1】 依赖粟作等养活的中国
人口在唐朝达到 8000万~9000万
之众时，似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
压力。粟作已不能满足日益增长
的人口的需求。唐代诗人李绅有
诗曰：“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
子 。 四 海 无 闲 田 ， 农 夫 犹 饿
死。”人们在寻求新的高产作
物。在粟退居二线的时候，原产
于中国南方的稻开始崭露头角，
成为首屈一指的粮食作物，转换
的时间在公元 1000 年前后。在
这之前，粟在全国的粮食构成中
一直占据着主角的地位。从这以
后，稻开始充当主角。

【2】 中国是丝绸的发源地。
栽桑、养蚕、缫丝、织绸是中国
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发明，是对
人类的重大贡献。几千年来，中
国丝绸以它独有的魅力、绚丽的
色彩、滑爽柔软的质感、浓郁的
文化艺术特色，不仅为美化世界
人民的生活做出了贡献，而且还
通过“丝绸之路”把欧亚大陆联
系在一起，传播着和平、自由、
合作和宽容的精神，成为我国与
世界各国经济、政治和文化广泛
交流的桥梁，在世界历史上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

【3】 我国是世界上修建船闸
最早的国家。古代运河船闸的发
展经历了单门船闸、复闸和澳闸
三个阶段。宋代是古代船闸技术
发展的巅峰时期，984 年出现的
复闸，是现代船闸的雏形，比欧洲
第一座船闸的出现早约400年。

（图书信息由宁波市新华书
店提供）

桂晓燕

前些日子，笔者到山东旅游。
在曲阜火车东站转车时，看到一条
标语赫然入目：“有朋自远方来，不
亦乐乎！”不由得暗暗叫好。众所周
知，曲阜是孔子的故里，这句出自

《论语》开篇的孔子千古名言，以这
样的方式在这里亮相，恰似量身定
做，非此莫属！

记得报纸上曾刊登过一幅奇
特的公交站照片，其造型是一个标
准的足球球门，有球门框，有网兜。
乘客要到里面候车，一个个自我

“射门”而进。若问这公交站属于哪
个国家？原来是足坛“南美双雄”之
一的阿根廷。

广州的“岭南印象园”景点也
很有意思。除了岭南风格的建筑、
岭南风味的小吃等等之外，连洗手
间门口的男女标识，都采用广东粤
剧的小生、花旦形象，真正给人留
下独特的“岭南印象”。

以上三个事例，有一个共同之
处，就是极具个性、极具地方特色，
令人过目不忘。再来看两个老宁
波，形容马儿跑得快，也各有一套
极具个性、极具地方特色的老话。
一个说：“猛火烧棉花，跑马到余
姚，余姚跑回来，棉花还没焦！”另
一个说：“秤锤跌落井，跑马到慈
城，慈城跑回来，秤锤还没沉！”这
匹马儿跑得真够快的！这样的比

喻、这样的夸张，自然比一个“快”
字更生动。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们总
是对那些与众不同、别具一格、尽
显自身特色的事物更感兴趣。拿一
座城市来说，无论是它的布局、建
筑，还是街名、景观，都应该体现自
己的特点。相信去过兰溪诸葛村的
人，都会对该村留下深刻印象。诸葛
村的村民，是诸葛亮的一支后裔。他
们按照这位老祖宗的八卦图，设计
建造了全村的道路网，乾坤变换，奥
妙无穷。外人如果没有村民带领，擅
自进入，就会迷路，转来转去走不出
村子。这就是诸葛村最大的特点。

在建筑方面，北京有四合院，
湖南有吊脚楼，陕西有窑洞，福建
有土楼，阿拉宁波则有“三间两弄”
或“五间两弄”式的大墙门……这
些也都是特点。这种种风格各异、
功能有别的建筑，都是根据当地不
同的历史传统、不同的生活习俗、
不同的地理环境和气象条件所形
成的产物。比如，您到北京故宫去
参观一下，可以发现，除了个别建
筑外，绝大多数宫殿也都是四合院
结构。慈禧太后曾经居住过的长春
宫也好，光绪皇帝的珍妃居住过的
景仁宫也罢，莫不如此。北京民间
的四合院大行其道，应该是与宫廷
习俗相互影响吧。又如，陕西地处
黄土高坡，干旱少雨。在坡上掏一
个洞，建一孔窑，施工方便，成本低

廉，所以窑洞在当地十分普遍。
但是我们看到，在旧城改造的

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使得本来
应该是丰富多彩、千姿百态的城市
风貌，渐渐趋向于同质化，在不同
程度上失去了自己的本色和特点。
这是非常可惜的，亟待引起有关部
门的高度警示。

至于城市街巷的名称，也是很
有来历的；尤其是像我们宁波这样
的历史文化名城，街巷路名更蕴含
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内涵。例
如，为了纪念唐代伟大的水利工程
它山堰的建造者王元 ，宁波人民
将当地的一条道路命名为“王元
路”；为了表彰割自身之肉煮汤为
药，治愈父母疾病的北宋孝子杨
庆，他家所在之路演变为“孝闻街”

（本人对割肉治病一说保留怀疑，
另作别论）；明末威望最高、影响最
大、事迹最感人的抗清英雄张煌言

（字苍水），其故居就在中山广场旁、
以他的字命名的“苍水街”上。考虑到
宁波已有纪念孙中山先生的“中山
路”，且张苍水更具有宁波本土特色，
当年中山公园改建为广场时，曾有地
方父老建议将此广场命名为“苍水广
场”（如同绍兴之“秋瑾广场”），以提
高宁波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青山永在，绿水长流。不管是
历史使命的召唤，还是宁波老话的
启示，个性、特色和卓尔不群的美，
是我们永远的追求。

猛火烧棉花，跑马到余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