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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扫一扫
游戏玩起来
看图猜成语

答 案 见 下
期中缝，也可关
注“ 老 年 生 活
报”微信，回复

“230313”查 询
本期答案（可扫
描本报一版上
方二维码）

3月8日
6版中缝答案

《看图猜成语》：
1、百依百顺；
2、拨乱反正；
3、胜券在握；
4、十万火急；
5、心花怒放；
6、鹦鹉学舌。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周恩来作为第一代党
和国家重要领导人之一，为
新中国四个现代化耗尽了
毕生的心血。

周恩来提出现代化

1954 年 9 月，在北京举
行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上，周恩来开宗明义地
说：“我国的经济原来是很
落后的，如果我们不建设起
强大的现代化工业、现代化
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
业、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
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
的革命就达不到目的。”后
来，“一五”计划顺利提前完
成后，他对世界科技进步的
新 发 展 有 了 新 的 认 识 。
1963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
科技工作会议上，周恩来把
我国“四个现代化”的建设
内容作了重新概括：“我们
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
代化、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
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

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
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周恩来认为，“我们中
国是一个大国，一定要有自
己完整的工业体系。”不过，
他也强调，“基本上完整并
不是一切都完全自足”。

三次起草被打断

1975 年 1 月，周恩来以
病重之躯，在人民大会堂最
后一次为全国人大作政府
工作报告，重申了要在中国
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设
想。可是有谁能知道，周恩
来为这一政府工作报告，整
整准备了五年。

第一次是1970年春天，
在周恩来指导下，时任国家
计 委 副 主 任 的 顾 明 起 草
了 《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
四 个 五 年 计 划 纲 要（草
案）》，经国务院反复讨论后
通过。周恩来接着就组织
了班子，着手起草四届人大
关于要在我国实现四个现
代化的政府工作报告。

1970 年 8 月，在庐山召
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原
定议程是讨论修改宪法草
案和“四五”计划草案，为召
开四届人大做准备的。可
是，林彪、陈伯达一伙借国
家主席“设”与“废”的问题，

破坏了原定议程。周恩来
在庐山上不得不连续 30 多
个小时，苦口婆心地对林彪
的几个党羽做工作，以挽救
我们党可能分裂的危机。
当时，出于对周恩来身体的
担心，心脏病专家和护士带
着氧气瓶一直守在他的办
公室门外，以防万一。这
样，起草四届人大政府工作
报告的事只好搁了下来。

第二次是1971年9月12
日，周恩来正在人民大会堂
福建厅主持讨论四届人大政
府工作报告的稿子。午夜过
后不久，就在顾明读到经济
部分时，周恩来突然接到中
央警卫局电话，报告林彪及
其一伙将要叛逃，他只好离
席。因为事关重大，两个小
时后，他只能通知等在会议
室的人散会。他自己则三天
两夜没合眼，指挥调度，采取
各种严密的应对措施，最终
平息了事件。

第三次是九一三事件
之后，周恩来一边花大力气
清除林彪反革命集团对国
家建设的不利影响，一边调
整了一些原定的“四五”计
划指标。经过努力，到1973
年底，周恩来又把筹备四届
人大的事重新提上了议事日
程。不料，“四人帮”突然于

1974年1月25日召开“批林
批孔”大会。会上，周恩来受
到影射攻击。在随后召开的
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四人
帮”还在中央政治局范围内
对周恩来进行批判。周恩来
病魔缠身，苦撑危局。因此，
四届人大也耽搁了。

邓小平代起草报告

第四次是1974年冬天，
周恩来病情更加严重，已经
到了生命的最后时期。复
出后的邓小平受毛泽东委
托代周恩来起草政府工作
报告。考虑到周恩来的健
康状况，原计划这个报告要
控制在3000字左右，后来却
定稿为5000字，其中经济部
分约2000字，把周恩来倡导
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思想贯
彻其中，并与三届人大政府
工作报告相衔接。

1975年1月13日，在四
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
以无比顽强的意志，战胜严
重病痛，以激昂有力的声
音，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
了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
化的宏伟设想。这是周恩
来用他生命的最后一点力
量，鼓舞着中国人民建设社
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强国的
斗志。 秦九凤

“四个现代化”是怎样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宋庆龄：睡狮将震动世界

宋庆龄 15 岁那年，被
父母送到美国留学。有一
次班里要讨论历史问题时，
一位美国学生说：“我认为，
历史的发展是难以估计的，
你们看，那些所谓文明古
国，比如亚洲的中国，已经
被历史淘汰了。人民的希
望在欧洲、在美洲、在我们
这里……”宋庆龄站起来
说：“历史确实是在不断变
化的，但它永远属于亿万大
众。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
的中国，没有被淘汰，也不
可能被淘汰。有人说中国
像一头沉睡的狮子，但它决
不会永远沉睡下去。总会
有一天，东亚睡狮的吼声将
震动全世界！因为它有广
阔的土地，勤劳的人民，悠
久的历史，富饶的物产，有
无数革命志士，为了它的振
兴在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
争！”她刚说完，教室里就响
起了热烈的掌声。

常香玉：为农民工献绝唱

2003年底，80岁的常香
玉身患癌症在北京住院。
当得知奥林匹克中心工地
有一场专门慰问河南农民
工的演出，她拔掉输液管，
戴上发套遮掩住化疗后稀
疏的头发，在家人的搀扶下
登上舞台：“只要站得起来，
我就要来现场，哪怕说几句
话也行。”不顾身体虚弱，她
清唱了一段《柳河湾》，成为
她一生舞台生涯的绝唱。

林则徐：心思缜密效率高

清代名臣林则徐心思
缜密，他将常用的4本花名
册命名为《千古江山》。凡
是姓氏第一笔为撇的，入

“千”字簿；第一笔为横的，
入“古”字簿；第一笔为点
的，入“江”字簿；第一笔为
竖的，入“山”字簿。每个人
名下面都有籍贯、年龄等个
人信息，翻阅起来极为方
便，这也极大地提高了他的
工作效率。

大家好！有一个问题需
要大家思考一下，孙子到底
有没有继承权？很多爷爷奶
奶都想把自己的财产、房产
给孙子，但是应该如何正确
的让孙子传承到您的财产才
是重中之重。今天就跟大家
说一个案例，大家看完了就
能知道应该如何传承。

小明的父母因车祸早年
去世，一直跟着爷爷奶奶一
起生活，因老人年事已高，就
决定写一份遗嘱将房产留给
孙子。没过几年爷爷奶奶相
继去世，小明也没太着急，心

想爷爷奶奶都给我订立遗嘱
了房子肯定是我的，这事就
没去管它。五年后小明与对
象结婚时，想把爷爷奶奶的
房产当做婚房，于是小明拿
着遗嘱去房管局办理继承过
户手续。这时房管局工作人
员告知小明，因为他的姑姑
叔叔还在，他们作为法定继
承人需要签字才行，而小明
的叔叔和姑姑知道遗嘱的事
情后拒不配合小明办理过
户，并且一纸诉状告上法院，
要求继承小明爷爷奶奶的房
屋。法院审理认定，遗书虽

然是真实的，但是已经失效
了，小明不能依据遗嘱取得
房屋的所有继承权。

这是为什么？
原因如下：在法律上孙

子不属于法定继承人，被继
承人需要把财产留给非法定
继承人的情况叫做遗赠。而
小明不属于法定继承人，需
要在得知受遗赠后 60 日内
作出接受或者放弃受遗赠的
表示，到期没有表示的视为
放弃受遗赠。小明因为无法
证明他在得知受遗赠后 60
日内做出来接受遗赠的表

示，所以爷爷奶奶的遗赠并
未发生法律效力，小明自然
也无法取得房屋。

如何能避免类似问题的
发生呢？首先小明的爷爷奶
奶有意识用遗嘱将自己的财
产进行传承是值得大家去学
习的，但是遗嘱写完了，之后
的继承问题相信大家都不知
道如何去办理。如果有人能
提醒小明办理遗赠声明就不
会出现这个问题，而我们民
正遗嘱库就可以协助继承人
办理一切继承问题，解决您
和继承人的后顾之忧。

爷爷奶奶立遗嘱留房给孙子，为何被判无效

日常生活中，我们需要多吃一些
含有叶黄素丰富的食物，比如说甘
蓝、菠菜、卷心菜、绿豆、蓝莓、芒果和
木瓜，因为这些食物中含有大量的叶
黄素，可以保护人体的眼睛，防止视
力衰减。老年人更应该注意叶黄素
的补充，能够预防老年眼部病变。

许多老年朋友眼部不适都与缺
叶黄素有关，及时补充叶黄素，能保
护眼睛不受到破坏，同时滋润双眼，

呵护眼睛健康,因此叶黄素也被誉为
“植物眼黄金”。

为了帮助眼部不适的读者朋友
及家人，老年生活报康康商城限时团
购南京同仁堂绿金家园蓝莓叶黄素
酯片6瓶只需99元，由于此次优惠产
品数量有限，活动时间仅限7天，还
望广大朋友抓紧时间报名申购，售完
为止，谢谢您的合作和理解!不能到
店的读者可免费邮寄货到付款！

历史短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