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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展览由吉林艺术学
院、澳门城市大学主办，是两
校在艺术创作方面进行的一
次有意义的学术交流活动。 展
览展出了澳门城市大学陈履
生、王璜生、徐利明等 17 位教
授或特聘教授的 72 件美术作
品。 作者均为国内享有盛名的
艺术家，他们都有在澳门城市

大学的从教经验和国际上的
独特视野，诠释了不同区域和
文化背景下书画艺术的碰撞
与交融。 此次展览的举办从学
术高度上进一步加深两校间
的交流与合作，为学校教学和
两地文化交流提供一次优秀
的范例。 吉林艺术学院校长郭
春方表示，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与澳门回归 20 周年，
在这个时刻举办展览具有非
常特别的意义。 此次展览以澳
门城市大学的特聘教授作品
为主体，以国画、书法和油画
等艺术形式， 展示多元的艺术
特色。 自 2017 年以来，两校相
继举办了多次学术研讨和展览
活动， 为两地文化交流做出了
积极贡献。 为强化和提升吉艺
的理论研究水平， 学校于今年
成立“20 世纪美术研究所”，特
别聘请中国国家博物馆原副馆
长陈履生担任研究所所长，旨

在对 20 世纪中国美术史及美
术理论、 特别是东北地域美术
发展历史展开研究， 打造国家
级的学术研究平台， 构建吉林
美术理论研究的新格局。 从
2018 年开始，两校在人才培养
和学科建设方面有着密切的合
作， 吉艺连续两年选拔优秀的
青年教师赴澳门攻读博士学
位，通过校际的合作，为吉林培
养高学历的专业人才。 在此基
础之上， 澳门城市大学今年在
吉林艺术学院成立“澳门城市
大学东北教学实习基地”，在学

科共建方面两校间的合作又上
升到一个新层面。

陈履生表示：“自我受聘为
吉林艺术学院特聘教授以来，
我将美术创造和研究的源泉放
在这里。‘20世纪中国美术研究
所’的揭牌，这是我工作的全新
起点， 我将竭尽全力服务于吉
林艺术学院， 服务于中国的美
术研究事业。 ”此次展览将持续
到 9 月 20 日，位于吉林艺术学
院造型校区一楼的展览馆，向
公众免费开放。

/杨云龙 记者 韩玉红 报道

9月16日出版的第18期《求
是》 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
上的讲话》。

文章强调，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
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支撑中国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根本
政治制度。 新形势下，我们要高
举人民民主的旗帜，毫不动摇坚
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要与时
俱进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
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
治发展道路，继续推进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政
治文明。

文章指出，在中国建立什么
样的政治制度，是近代以后中国

人民面临的一个历史性课题。 新
中国的诞生，为中国人民把实行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构想付
诸实践奠定了前提、 创造了条
件。 在中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是中国人民在人类政治制度
史上的伟大创造，是深刻总结近
代以后中国政治生活惨痛教训
得出的基本结论， 是中国社会
100多年激越变革、 激荡发展的
历史结果， 是中国人民翻身作
主、掌握自己命运的必然选择。

文章指出，在中国，发展社
会主义民主政治，保证人民当家
作主，保证国家政治生活既充满
活力又安定有序，关键是要坚持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
治国有机统一。 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
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制

度安排。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必须毫不动摇坚持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必须保证和发展
人民当家作主，必须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 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
要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加强和
改进法律实施工作，加强和改进
监督工作，加强同人大代表和人
民群众的联系，加强和改进人大
工作。

文章指出，设计和发展国家
政治制度，必须注重历史和现实、
理论和实践、 形式和内容有机统
一。 我们需要借鉴国外政治文明
有益成果， 但绝不能放弃中国政
治制度的根本。 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政治制度之所以行得通、 有生
命力、有效率，就是因为它是从中
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过去和

现在一直生长在中国的社会土壤
之中，未来要继续茁壮成长，也必
须深深扎根于中国的社会土壤。

文章指出，评价一个国家政
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
要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
替， 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
事务和社会事务、 管理经济和文
化事业， 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
利益要求， 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
参与国家政治生活， 国家决策能
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
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
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
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
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
制约和监督。 经过长期努力，我
们在解决这些重点问题上都取
得了决定性进展。 中国实行工人
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

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实行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实行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
治协商制度，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制度， 实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文章指出，坚定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自信，首先要坚定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
自信，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发展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发
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关键是要
增加和扩大我们的优势和特点，
而不是要削弱和缩小我们的优
势和特点。 要不断推进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
化，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制度的优越性，为党和国家
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提供更加完
善的制度保障。 /新华社

“长白连濠江”美术作品交流展开幕

艺术架起文化交流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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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精彩尽在：

安检机如何识别一瓶水？
其实安检机的工作原理利

用的是 X 射线可以穿透物体的
性质。 X 射线是一种波长很短
的电磁波，X 射线对不同物体
的透射率也不同。 去医院拍 X
光片，医生利用的就是 X 射线，
通过 X 射线， 能轻松看出骨骼
的形状并发现体内骨头的异
常。 X 射线在结构组织疏松的
地方穿透率大， 在致密的地方
穿透率小。 人体的骨头相对于
周围的组织更加致密， 因此当
X 射线照射到人体的时候，就
会显示出骨头的轮廓。 同样，对
于安检机，X 射线在不同物体
上的穿透率不一样。 当行李箱
通过安检机的时候，X 射线穿
透行李箱， 就会在显示屏上显
示出不同物体的轮廓， 然后再
根据颜色的不同， 就能进一步
判断物体大概属于哪一类。

一般说来 X 射线在底片上
的成像都是黑白的， 安检机上

的彩色图案是经过对 X 射线的
透射强度计算，转化成彩色的，
是为了便于安检人员区分不同
的物体。 例如一般来说橙色代
表有机物，液体，喷雾等。 蓝色
代表金属， 各种管制刀具就会
在屏幕上显示蓝色。 黑色属于
重金属或铅等 X 光被完全吸收
的物品。

安检机辐射要不要担心？
安检机的 X 射线的辐射剂

量是很小的， 对人体造成的危
害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普通人
每年接触到的来自大自然辐射
剂量应该约为 3 毫希（一种辐
射剂量的单位，1 毫希表示每
千克的生物组织上接收的能量
为 0.001 焦耳。 ）左右。 国际规
定是额外接触到辐射的上限是
1 毫希， 也就是说在日常生活
中偶尔拍个 X 光片， 过个安检
仪等等， 各种累计的额外辐射
剂量不能超过 1 毫希。 过一次
安检接触到的 X 射线安检机的

辐射剂量约为 0.001 毫希。 也
就是说， 如果一个人每天从安
检机里面钻三次，1 年坚持 300
天， 累积的辐射剂量才能达到
对人体有害的剂量。 这还是安
检机内部的辐射， 安检机通道
外面的辐射更是可以忽略不
计。 因此，安检机的辐射近乎不
会对人体造成危害。

走过安检门警报声有时
会响不停

物品放上安检机后， 人要
通过特定的安检门。 经常走过
安检门的时候， 即使没带违禁
品，警报声也会响不停，但是安
检人员却直接放行了， 这是为
什么呢？ 原来这是因为安检门
的原理和安检机是不一样的。
安检门主要是为了检测人体身
上有没有携带金属的管制刀
具，因此，它本质上是金属检测
仪。金属的种类和大小不同，报
警的强度也不同， 金属检测仪
可以大致给出报警的金属所在

的位置。 一般我们携带的手机
和手表，也会引发报警，但都是
微小的报警， 安检员一般都会
直接放行， 一旦报警强度超过
一定阈值， 就代表旅客随身携
带了超标的金属， 可能会进行
进一步的检查。 金属检测仪是
利用电磁感应原理来探测金属
的。 所谓的电磁感应是指当金
属制品进入磁场后， 会影响磁
场的分布， 进而影响了固定范
围内的磁通量， 这个磁通量的
变化可以转化为电流的变化。
当旅客携带金属通过安检门
时， 安检门之间的磁通量就会
发生变化，然后产生电流，最后
引发报警。

乘坐地铁、火车和飞机都离
不开安检， 但是还是有少数人
因为各种理由拒绝安检。 有人
担心过安检会侵犯隐私， 有人
担心弄脏高价包， 而有人是因
为不想携带的危险品被查出来
等。 很多人表示翻包行为侵犯
了个人隐私权益。 同时也很疑
惑， 安检机能知道包里放了一
瓶水， 却看不到包里是否带了
其他食物呢？

温馨提示：集齐本专栏全年剪报可兑换科普礼品（具体兑换时间及方式将于 2019 年第四季度择期在报纸上刊登通知）

安检仪怎么知道你包里带瓶水？

长白连濠江，南北遥相望；山娇水流深，情重谊久长。 昨日，“长白连濠江———澳门城市大学特聘教授美术作品交流展”在吉林艺术学院美术馆展出，同时，“澳门城市大学东北教学实习基
地”和“20 世纪中国美术研究所”揭牌成立。

《求是》发表习近平重要文章

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