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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话催绽文苑花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笔谈

结婚照背后的
故事

许其凤对我国卫星发射有着一种特殊
的感情。

9 月 30 日，西昌，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
再次刺破苍穹，将一颗新一代北斗导航卫星
送入预定轨道，这标志着北斗导航系统向着
形成全球服务能力的目标又迈出了坚实一
步。

当在现场全程参与技术保障的学生传
回捷报之时，已入耄耋之年的许其凤清瘦的
面庞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按照建设规划，我国将在 2020 年完成北
斗卫星系统星座构建，届时北斗导航系统将
形成全球服务能力，跻身世界导航强国行
列。作为倾注毕生心血从事卫星导航领域
技术研究的学者，许其凤做梦都盼着这个日
子早点到来，也一再告诫自己和学生工作的
步伐快些、再快些。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许其凤以敏锐的
战略视角将研究方向转至卫星导航领域，在

国内首次使用 GPS 技术进行边界测绘，为我
国卫星导航领域从无到有积累研究资料。

现代战争，精确制导武器、新型武器平
台……几乎一切高精尖武器的发展都离不
开卫星导航系统的定位；银行、交通、电力、
网络……几乎一切现代管理也同样离不开
卫星导航系统的支持。而美国、俄罗斯等太
空领域强国对中国一致实施“丛林法则”，中
国可以花钱买服务，但绝对不允许涉足核心
技术领域！

建立起一套自主可控的卫星导航系统
刻不容缓！由于 GPS 系统提供的定位和授
时服务水平较高，不少专家就建议我国参考
GPS 的卫星星座方案进行布设。而许其凤
在仔细分析判断国家发展需求与国际态势
情况下，对 GPS 方案投了“反对票”，强调必
须要“另起炉灶”。

在种种困境限制下，许其凤苦苦地寻求
“最优解”，为此付出的艰辛努力外人无法体
味。经过严密计算推演，他提出了由静止轨
道卫星和倾斜同步轨道卫星相结合的区域

星座设计方案。“依照 GPS 方式建设自己的
卫星导航系统，需要在地球赤道附近建设相
应的测控观测站，这在国际关系复杂的形势
下并不可靠，北斗区域卫星星座方案立足我
国本土设站，就可以实现对全系统的监控，
同时使区域组网卫星使用数量比 GPS 方案
减少 4 颗，可减少投入 22 亿元。”许其凤所在
的导航与空天目标工程学院院长李广云教
授介绍说。

同时，许其凤还提出准实时校正运行方
案，保障了系统的高精度导航性能和稳定
性，并拥有独特的短报文功能。最终，该方
案被国家选定。

如今，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形成了覆盖
亚太地区的服务能力，为国家发展和维护主
权提供有力支撑。同时，系统正在扩容升
级，2018 年可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基
本服务，2020 年将形成全球服务能力。

独立自主的卫星导航系统是一个国家
政治、经济、军事独立的重要象征，是一个国
家大国地位的重要支撑。许其凤的设计终

于打破西方神话，使我国成为继美、俄之后，
世界上第三个具备自主无源卫星导航定位
能力的国家。

此时，许其凤已经成为我国导航领域的
杰出科学家，受到世人敬重。年近八旬的许
其凤却说：“卫星需要定位，人生更需要定
位”。他无论身份是助教、讲师，还是副教
授、教授，乃至评为院士，与同事、学员谈话
始终以“许教员”自称，从未改变。

半个多世纪的勤恳耕耘，许其凤扎根三
尺讲台，言传身教，培养了大批国内卫星导航
领域领军人物，助推我国导航事业不断跃
升。于志坚、周建华、张荣之等我国卫星导航
和航天领域的名家功臣，都是许其凤的学生。

许其凤一直过着简朴低调的生活，至今
还和年轻人一道编写和调试程序。“他对物
质生活没有任何苛求，一心只想着工作，生
病住院期间，不顾医生劝阻，还执意要去给
部队预约的一堂讲座去授课……”许其凤的
学术秘书丛佃伟教员说，许院士的学养和人
品深深影响着身边的每一个人。③11

习近平总书记一向特别重视对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2013 年 11 月
考察孔子研究院时他指出，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
必须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对传
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收
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
遗 产 、书 写 在 古 籍 里 的 文 字 都 活 起 来 。
2014 年 10 月，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他更强
调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中华民族有着
强大的文化创造力。每到重大历史关头，
文化都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
时代之先声，为亿万人民、为伟大祖国鼓与
呼。没有中华文化繁荣昌盛，就没有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民族在长期实践中培
育和形成了独特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
有崇仁爱、重民本、守诚信、讲辩证、尚和
合、求大同等思想，有自强不息、敬业乐群、
扶正扬善、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传统美
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很多思想理念和
道德规范，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
褪色的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不仅是继承与创新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领导者、倡导者，也是身体
力行者、模范实践者。我们学习他的文章、
讲话、著作，不论是治国理政，还是立德修
身，常见他引用经典名句，从诸子百家、唐
诗宋词，到毛泽东、鲁迅，信手拈来，画龙点
睛，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不断赋予优秀传
统文化以鲜活的时代意义，没有丝毫的牵
强附会，如盐入水，不着痕迹，极大地增强
了文章的感染力。这不仅体现了他学养的
博大深厚、语言艺术的炉火纯青，更展现了
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挚爱和高度的文
化自信，我们完全可以视作“让书写在古籍
里的文字活起来”的生动教科书。

中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和
传承地，中原出版集团是河南最大的文化
集团。作为中原出版人，我们在传承与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理应有更大的作
为、更自觉的担当。结合学习十八大和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近年来我
们倾全集团之力隆重推出了华夏文明传承
创新工程，主要包括：“华夏文明主题数字
图书馆”，存量资源的数字化工作已经完
成，同时已经与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史研
究院达成合作协议，共同开发全球中国研
究文献数据库，作为数字图书馆的重要支
撑；“中阅网”，即中原阅读、中国阅读、中文阅读，与北大方正合作开
发，已经上线试运行；“华夏文库”，主题为系统再现华夏文明全景，综
合普及传统文化知识，分儒学、道教、佛教、文学、艺术、历史、地理、科
技、建筑、工艺、军事、民生、民俗、经典解读等 14 个书系，约 2000 种，目
前已出版 100 余种；“中原文库”，规划清代以前中州文献、清代中州文
献、民国中州文献、中原文化研究著作四大板块，约 1500 种，前两个板
块已经启动；“欧藏中国文献全媒体出版工程”，与北京外国语大学、欧
洲各大馆藏单位合作进行海外中国文献的整理回归和多媒体开发利
用，已入选国家新闻出版改革发展项目库，首批成果《梵蒂冈图书馆藏
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已经面世；“中国文化走出去传播工
程”，依托中原武术网，以中原文化资源数据库建设为基础，开发多媒
体产品，助推中国特色文化走向世界，目前数字少林、数字太极、数字
武当等平台开发已经初步完成。

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在国学热方兴
未艾、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日益成为全民共识全民工程的当
下，我们一定要借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发表
一周年、讲话全文正式公开发表的东风，加快推进华夏文明传承创新
工程，为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鼎力前驱、聊尽绵薄。④4

“这是我开的 209路车，这是张勇开的 6
路车，我们就是开着公交车去结婚的。”10
月 21日，郑州市中原西路上一家咖啡厅里，
27岁的郑艺拿起手机划拉起照片，里面是她
和丈夫张勇站在公交车前拍摄的结婚照。

这对小夫妻都是郑州市公交总公司二
公司一车队的公交车长，刚结婚还不到一
个月的时间。“我们是 2011 年进入二公司
一车队的，当时我们都开 209 路车，我的车
号是 3449，郑艺的车号是 3450，属于前后
车，交接班的时候经常见面。”张勇向记者
讲述着俩人的相识过程。

正常的工作关系维持了一年多，后来张
勇捅破了那层窗户纸，向郑艺表达了好感。

“他忽然说要请我吃饭，还请我看了场电影
《泰囧》。其实在交往之前，他给我留下的印
象就非常好，为人老实本分、工作认真责任，
我就同意了。”郑艺说着，含羞地低头一笑。

郑艺家是郑州的，张勇来自周口郸
城。确定恋爱关系后，为了给未来的生活
打基础，张勇主动承担了早晚高峰期的出
车任务，被公司派往 6 路公交车当车长。

“高峰期出车，路上会堵得时间长一些，郑
艺的晚饭总是一个人吃。”张勇谈起工作时
发出感慨说，看着快车道变成停车场，我常
常想为啥大家不选用公共交通出行？这
样，不仅路好走了，空气质量也会好起来。

相恋几年后，婚姻大事被家里人催上
了议事日程。筹备婚礼的时候，张勇提出
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艺艺，我开公交车娶
你吧。”性格爽朗的郑艺马上同意了，她说：

“我觉着这样不仅节约，还环保。更重要的
是，我们想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倡导市民绿
色出行，选择公交出行。”

整个婚礼，双方亲朋好友都是坐着新
郎或者新娘的公交车赶往婚礼现场的。“公
交婚车”行驶在马路上、停靠在酒店里，吸
引不少热心市民拿起手机拍摄下这一幕，
发到微信上给小两口点赞：“低碳婚车支持
郑州蓝！”

照片上，张勇驾驶的 6 路公交车，车头
披挂大红花，车内挂满五颜六色的气球，显
得喜气洋洋；郑艺驾驶的 209 路公交车车
头披挂粉红色的轻纱，显得温馨浪漫。结
婚那一天，郑州的天空特别蓝，小两口幸福
的笑容定格在婚车前。③10

本报讯 （记者任国战）10 月
20 日至 21 日，由中国文字博物馆
和中国殷商文化学会联合主办的

“第五届中国文字发展论坛”在安
阳举行。

文字发展论坛是首届中国（安
阳）国际汉字大会的重要组成部
分。此次国际汉字大会是中国文
字博物馆开馆以来举办的第一次
以文字为主题的国际性会议。中
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副
所长、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长王震
中，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言恭
达，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常务

副馆长沈辰等 60 多名国内外知名
专家学者出席论坛。本届论坛研
讨的主题是“甲骨文及中国殷商文
化”。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
护中心副主任赵平安、复旦大学
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
刘钊等 23 位专家教授先后在论
坛上发言，介绍了自己在文字学、
历史学、考古学方面的最新研究
成果。

如今，中国文字发展论坛已成
为国内外甲骨学研究、甲骨文字考
释、史论等交流的重要平台。③7

我国自主卫星导航系统的探路者
——记中国工程院院士、信息工程大学教授许其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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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中国文字发展论坛
在安阳举行

幸福在“郑州蓝”里定格
□本报记者 栾 姗

10 月 21 日，在洛阳市残联举办的皮雕工艺培训班上，28 名听力障碍的学员被老师手中的纯手工制作皮质钱包
深深吸引——精致的钱包上，一朵朵“盛开”的牡丹栩栩如生。皮雕工艺是洛阳市残联新引进的残疾人创业项目。
理论课结束后，开始实操课，学员们按照“描图”“雕刻”“染色”“组合”的程序学习皮雕工艺。培训老师周伟介绍说，
皮雕工艺很适合听力障碍者学习，他们在无声世界里更能集中精力制作精品。⑤3 高山岳 赵 硕 摄影报道

无声世界
雕刻生活

学员们在琢磨雕画。

雕琢的人像皮革包雕琢的人像皮革包。。

▲张勇郑艺夫妇的近照。
▼夫妻俩当年结婚时的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