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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理念引领发展新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历史性变革系列述评之二

新华社记者韩洁 安蓓 陈炜伟 林晖

秋季，又到了吃红薯的季节，
现在超市、菜市场上也上市了大
量的红薯。

红薯富含蛋白质、淀粉、果胶、
氨基酸、膳食纤维、胡萝卜素、维生
素A、B、C、E以及钙、钾、铁等10余
种微量元素，是世界卫生组织评选
出来的“十大最佳蔬菜”的冠军。营
养学家也称赞红薯为“营养最均衡
食品”。红薯是典型的高钾低钠食
物，其膳食纤维含量很高，比看着有
筋的大白菜高很多。而且，新鲜红
薯的维生素C含量比西红柿、苹果
的还要高一些，既耐热又不怕水，不
易在加工过程中流失。

红薯的分类
红薯根据心的不同，有白心红

薯、红黄心红薯、紫心红薯三类，营

养特长略有不同。白心红薯的粗
纤维含量高，含糖量比红黄心高出
4%~5%，口感更甘甜；红黄心红薯
中的胡萝卜素含量要高一些，对保
护视力更有益处；紫心红薯硒和花
青素含量较高，是名副其实的抗氧
化高手。

秋季吃红薯正当时，
但一定要当心四件事

1.空腹吃红薯烧心
红薯的含糖量高，空腹吃时

会产生大量胃酸，使人有“烧心”
的感觉；红薯还含一种氧化酶，在
胃肠道里会产生大量二氧化碳气
体，吃得过多，会出现腹胀、打嗝
等症状。不过这种情况往往对于
肠胃功能正常的人来说影响不
大，但是对肠胃功能比较弱的人

来说，肠胃就会抗议哦。另外，建
议最好是高温加热后趁热吃。

PS：胃溃疡、多酸性慢性胃炎
的人要少吃，以免病情加重。

怎么缓解吃红薯腹胀的症状
呢？有两个办法，一是与小米或糯
米一起煮粥喝熬红薯粥，可缓解不
适感；另一就是蒸煮红薯，可先将
红薯放在盐水中浸泡10分钟后再
蒸煮，可降低氧化酶的作用，减少
腹胀。

2.吃红薯别忘减主食
因为红薯富含淀粉，热量较

高，等量的红薯和大米，能量相
当，如果吃了红薯又吃大米，能量
难免超标。建议用来部分替代主
食，才能发挥其健康功效。一般
如果吃主食，建议吃100～200克
即可。

3.一顿饭单吃红薯不行
单吃红薯缺少蛋白质和脂

质，最好搭配蔬菜、水果及蛋白质
食物一起吃，才不会营养失衡。
比如在吃红薯时，也少吃点猪肉，
可促进对脂溶性β胡萝卜素和维
生素E的吸收；还可以搭配一些咸
味菜肴，既调节口味，又能减少胃
酸，消除肠胃的不适感。

4.红薯忌与柿子同吃
红薯和柿子不宜在短时间

内同时食用，如果同时食用，红
薯中的糖分在胃内发酵，会使胃
酸分泌增多，和柿子中的鞣质、
果胶反应发生沉淀凝聚，产生硬
块，量多严重时可使肠胃出血或
造成胃溃疡。

含氟的牙膏好不好？

啤酒瓶为啥大多是绿色的啤酒瓶为啥大多是绿色的？？

榆林市科学技术协会

有没有注意，我们见到的啤酒瓶大多
都是绿色的。这是为什么？

使用绿色啤酒瓶是传统
从19世纪中期开始，才把啤酒装到玻

璃瓶里。最初，人们甚至认为玻璃就是绿
色的。那时候不仅啤酒瓶、墨水瓶，连窗玻
璃也略微带点绿色。这是因为最初制造玻
璃的工艺不是很精湛，很难清除原料中亚
铁离子一类的杂质离子，所以制出的玻璃
都显绿色。

后来制造工艺先进了，可以去除这
些杂质了，但成本太高，而且人们发现绿
色酒瓶可以延缓啤酒变味，所以19世纪
末人们就专门生产绿色的玻璃瓶来装啤
酒，绿色啤酒瓶的传统也就因此被保留
了下来。后来，人们会往玻璃中添加氧
化亚铁和氧化铬等作为染色剂让它看起
来更绿。氟，一方面它能保护牙齿，帮助牙齿抵御由细菌和糖生成的酸性

物质的侵蚀，防止蛀牙；一方面如果长期过量，则可能导致出现牙斑、
牙齿变色等问题。

普通含氟牙膏中的含氟量一般在0.15%，而儿童用的低氟牙膏，
含氟量一般在0.05%（500ppm）左右。以这样的含氟量，如果要吃到
急性中毒，需要一口气吃掉几公斤的牙膏才可以。儿童的牙膏一次推
荐使用量一粒米大小，重量在0.1克以内，含氟量不超过0.05毫克。

相对应的是，1岁左右儿童的氟每日推荐摄入量为0.6毫克，上限
为0.8毫克，都比刷牙时候的牙膏含氟量高一个数量级，所以如果宝宝
日常氟摄入正常，就算把嘴里的牙膏都吞下去，这样的含氟量也不太
有可能对儿童造成健康隐患的。

美国牙科协会ADA的建议修改为从宝宝出现第一颗牙开始就应
该使用含氟牙膏了。而在ADA之后，美国儿科协会AAP也同样修改
了建议，从2岁变为第一颗牙出牙之后。

秋季又到了吃红薯的季节秋季又到了吃红薯的季节
但一定要当心别犯这四大忌但一定要当心别犯这四大忌

从棕色瓶子手中夺回江山
阳光照射下的啤酒会产生一种臭

味。产生臭味的罪魁祸首是啤酒花中的
异阿尔法酸。在光照条件下啤酒花中的
苦味成分草酮会帮助核黄素的形成，同时
光照下啤酒中的异阿尔法酸会与核黄素
反应分解成一种化合物，味道就像黄鼠狼
放的屁。而使用了棕色瓶子或一些深色
瓶子可以吸收大部分光照，可以阻碍这个
反应的发生。棕色瓶子就多起来了。

然而，有一段时间欧洲的棕色瓶子供
不应求，使得一些啤酒品牌不得不重新使
用绿色的瓶子来装啤酒。由于这些品牌
的啤酒质量很好，一时间绿瓶子啤酒便成
了高品质啤酒的代名词。紧接着很多啤
酒厂商跟进，使用绿色的瓶子。随着冰箱
的普及以及密封技术的进步，使用棕色瓶
子也并不会比使用其他颜色的瓶子带来
更好的品质。绿色啤酒瓶又兴盛起来。

相关链接

彩色玻璃瓶是怎么做成的
玻璃脱色分为化学脱色和物理脱色。化

学脱色，一般借助脱色剂的氧化作用，使玻璃
被有机物沾染的颜色消除，以及使着色能力强
的低价铁氧化物变成着色能力弱的三价铁氧
化物。物理脱色，一般是往玻璃中加入一定数
量的能产生互补色的着色剂。

如果玻璃呈现以氧化亚铁为染色剂的绿色，
那么一般的化学脱色方法是往玻璃熔浆里加进
一定比例的氧化剂，它能把绿色的二价铁离子氧
化成黄色的三价铁离子，此时锰变成了紫色的三
价锰，因为黄色和紫色合成白色，而且它们的染
色能力要比亚铁离子低得多，玻璃就变透明了。

无色的玻璃也可以通过加入各种化合物，
制成彩色玻璃。比如，炼钢工人戴的蓝眼镜，
就是加入氧化钴制成的；紫色玻璃中含有二氧
化锰；而金红玻璃，一般是用金的化合物作为
染料做成的。

巍巍太行山深处，河北邢台浆水镇前
南峪村被誉为“太行山上最绿的地方”。

50年前的荒山秃岭，如今“树在林
中、人在绿中”。金秋 9月，千亩板栗
树枝繁叶茂，乌克兰樱桃、美国凯特
杏、澳洲秋红油桃……一道道山沟里
果香四溢。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当了50
年村支书的郭成志说，党的十八大以来，
全村上下对这句话深有感触。经历了由
荒到绿、由绿到富、由富变美，如今前南
峪人正齐心协力发展观光农业、生态旅
游，还在建5A旅游景区，村庄更美了，
日子越过越红火。

前南峪村的发展轨迹，正是中国农
村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走向富足的一个
缩影。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在建党
95周年的历史节点上，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说。

这是攻城拔寨、奋力跃升的 5
年——

党中央着眼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把扶贫开发工作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推动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加快脱贫
致富奔小康的步伐。

“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
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我们党
作出庄严承诺。

从太行深处到大别山区，从陇中定
西到吕梁山区……5年来，我国贫困发
生率从10.2％降至4.5％，成为世界上率
先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

这是主动求变、转型升级的5年——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党中央高瞻远

瞩，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
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主动求新求
变中，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实现新的跃升。

第三产业增加值首次超过第二产
业，“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
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顺利实施，东中
西几大板块统筹推进，转型升级新动能
不断涌现……经济发展更具可持续性。

农村居民收入增速连续7年高于城
镇居民，着力解决群众普遍关心的环境、
食品安全、住房、养老等突出问题……百
姓获得感不断增强。

这是中国经济在全球分量越来越重
的5年——

中国经济年均增速7.2％、通胀率
2％、调查失业率5％左右，在世界范围
内一枝独秀；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
献率达到30％以上，超过美国、欧元区
和日本贡献率的总和，居世界第一位，成
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之源、稳定之锚。

“去年全球经济增长35％的贡献来
自中国，未来中国依然会保持高额的贡
献，这是非常伟大的成就。”世界银行首
席执行官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
的话，透出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满满的
期待。

历史昭示未来，梦想铸就辉煌。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

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习近平总
书记的这番话，引起了亿万中华儿女的
共鸣，也让全世界读出了中国共产党人
的使命与担当。

5年逐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
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决胜可期；实现建成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尤须奋勇前行。

今年夏天，尼日利亚副总统办公室特别
助理欧姆勒圆满结束在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
发展学院为期一年的学习。

“中国的发展秘诀值得学习！”去年9月，
包括欧姆勒在内27个国家的49名学员成为
该学院首期班学员。汲取中国发展的成功经
验，是他们留学中国的共同心愿。

为何世界形势跌宕起伏，中国仍风景独
好？越来越多的国家试图探寻中国发展秘
笈，破解自身发展难题。

知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
展学院院长林毅夫说：“中国的发展给其他南
南合作国家带来发展的窗口机遇期，最重要
的是带来了思路：怎样结合自己的优势来发
展经济，务实地发展、务实地转型。”

理念指引方向，行动启示未来。
——践行新发展理念，必须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这个出发点。
近日，天津市一条干部调整消息，在当地

干部群众中引来热议：因对中央环保督察意
见整改不力，天津市东丽区、津南区两名副区
长被免职。

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民福祉。铁腕治
污，是生态文明建设自上而下的自觉行动，彰
显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

“人民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力量。”十九大
代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说，中国
新发展理念的灵魂是“以人民为中心”，坚持
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集中体现了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
标”的执政理念。

——践行新发展理念，必须依靠全面深
化改革这个关键一招。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日前集中裁定受理
一批“僵尸企业”破产和强制清算案，104家

“僵尸企业”宣告“死亡”。
“这些‘僵尸企业’多成立于上世纪八九

十年代，沉疴多年、积重难返。快速出清有利
于调整优化企业结构和社会资源配置，减轻
政府财政负担，促进地方经济健康发展。”广
州市国资委产权处处长罗子章说。

推石上山，不进则退。转型关键期，唯有
全面深化改革，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
主线，才能推动我国发展不断朝着更高质量、

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前进。
——践行新发展理念，必须把发展基点

放在创新上。
“企业要想做好，就要时刻保持对大势的

洞察，最关键的是要靠自主创新掌握核心技
术。”浪潮集团董事长孙丕恕说。他掌舵的企
业正是通过创新成为中国第一、全球前四的
服务器厂商。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抓创新
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是中
国共产党面向未来的发展宣言。

时代激荡，风云际会。
党的十九大召开在即，中国迎来复兴路

上的重要节点。
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正带领亿万人民迎难而上、奋
力攻坚，在新理念引领的发展道路上昂首阔
步，迈向更加壮阔的新征程。

（新华社北京10月10日电）

传统产业退，高技术产业进。
创建于上世纪90年代的杭州经济技术开

发区，正在进行新的“创业”——打造杭州东部
的医药港小镇、国际科创小镇、大创小镇……

“创新是这场转型最强的核心动力。”杭
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局局长陈其松
说，过去，开发区招商引资的重点是电子、轻
工等出口加工制造业，现在转向了信息、装备
制造、生物医药、新材料、现代服务业等产业。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进退转型，折射
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的深刻嬗变。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经济第一大增
长引擎……改革开放39年，中国创造了举世
瞩目的发展奇迹，也面临着“成长的烦恼”：

从内部要素看，经济增速从两位数高速

增长逐步回落，传统产业结构面临冲击，劳动
力、能源、土地、市场等资源禀赋发生重大变
化，人民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亟待满足。

从外部环境看，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经济
格局持续调整，发达国家采取“再工业化”战
略，中国传统的低成本、低价格竞争优势逐渐
削弱。

中国经济如何保持发展增速？中国工业
如何突围攻克“有制造没智造”顽疾？中国能
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金山银山与绿水青
山怎样兼得？……

这是时代之问，是世界之问，也是摆在中
国共产党人面前的新课题。

站在时代的节点上，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洞察我国发展的阶段性

特征，做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
大判断。

在适应把握引领新常态的大逻辑下，党
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

以创新发展点燃发展动力，以协调发展
治理区域失衡，以绿色发展和谐人与自然，以
开放发展经略内外联动，以共享发展促进公
平正义。

“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选择发展道路和
谋划发展战略的进程，就是针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发展实践，不断创新发展理念的历
程。”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说，每
一次发展理念的重大转变，都将为中国开启
更高的发展阶段。

这是波澜壮阔的发展进程中砥砺奋进的5年——
5564万人口脱贫、年均经济增速超过7％、对世界经济增长平均贡

献率超过30％……中国发展新飞跃惊艳世界。
这是新的历史起点上引领发展新方向的中国启示——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

出的新发展理念，是对中国发展实践的科学指引，也为破解世界发展难
题贡献了中国方案。

历史新起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紧紧扭住发展这个第一要务，着力提升发
展质量和效益，引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实现历史性变革

发展新境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新发展理念，适应、把握
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不断开辟发展新境界

逐梦新征程——经验启示未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航船必
将驶向更加辉煌的未来，为全球发展作出更多中国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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