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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治局会议
（1937年1月15日）

图说
延安十三年

中共中央于1937年1月15日在
延安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出席会
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张浩、
凯丰、吴亮平、周兴、王观澜等，张闻
天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王观澜工
作报告，李见珍汇报了群众团的工作
情况。

张闻天在发言中说：“这次延安
工作经验，可以提供给其他地方以指
导。总的说，我同意王观澜的意见，
应该大大加强群众工作，目的是要使
这里成为抗日根据地，目前要注意改
善群众生活，如房租等，应发动群众
斗争，打土豪我同意用打汉奸的名义
去打，不是一下都打。除了土豪外，
还有很多办法可以发动群众，组织群
众。同时应加强武装群众，着重要扩
大抗日义勇军，其中对人的挑选很重
要，这种武装一定要在我们手里。目
前城市工作有两种倾向：一种是照苏
区的老办法，一种是完全经过旧的组
织损害群众的办法，后一种是右的，
这两种办法都应该反对。我们应帮

助省委来学习新的经验。关于金融
政策，今天我们只能采取保安和定边
的办法，苏维埃政府自己用苏票不是

当前经济上的办法，还是政治上的办
法，而现在主要的是白票，如果白票
就能解决问题，就可以在西安多办些

东西来，就可以提高苏票的作用。”
毛泽东在发言中说：“延安工作

方针与方法基本上是好的，产生了
好的影响，应该继续这一方针，现在
不打土豪，土豪喜欢；保护商人，商
人喜欢，取消苛捐杂税，使贫民喜
欢。以后进一步使群众更加喜欢，
使土豪的喜欢更加减少，应该使在
延安工作的同志明了，延安工作对
全国有影响，延安的具体工作都应
该把握这一原则。关于延安的政权
形式问题，抗日救国会只是暂时的，
这里最好是不派县长，成立抗日革
命委员会，将来要成为苏维埃政
权。因为这是我们首都所在地，不
应与人共管。”关于金融问题，毛泽
东说：“认为用白票就不能用苏票，
用苏票就不能用白票，这种估计是
过分的，我同意总司令的意见，还是
在城内苏票、白票混用。我认为中
心问题是从外面办货来的问题，用
合作社来调剂是可以的。”

（石和平供稿）

稳定的定居生活、发达的手工业、熟练的采
集和渔猎……记者近日从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
所获悉，河南安阳八里庄发现一处以裴李岗文
化为主体的新石器中期聚落遗址，7000多年前
的先民生活图景正依托丰富的考古材料被不断
还原。

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申文喜
介绍，安阳八里庄遗址分布区呈不规则椭圆形，
东西最宽约 230米，南北长约 150米，现存面积
约 2.7万平方米，根据碳十四测年结果显示，遗
址距今约 7800年至 7400年。“我们在遗址西南
侧，钻探出一条古河道，大致呈西北—东南流
向，河道宽约 100米，初步推测，八里庄遗址先
民依河而居。”申文喜说，整个遗址地层堆积清
晰，文化遗存丰富，保存状况较好。

考古勘探发现，八里庄遗址区内广泛分布
红烧土块，多数上面有植物茎秆印痕，初步确定
应是房屋红烧土墙体残块。此外，还发现疑似
半地穴房基遗迹，及数座长方形或椭圆形的灰
坑。“这些灰坑可能是具有不同用途的窖穴。”八
里庄遗址考古发掘领队孔德铭说，这些建筑遗
迹的发现表明当时的先民已经过上定居生活，
为探讨 7000多年前先民们的居住生活形态提
供了考古线索。

根据出土遗物显示，八里庄遗址拥有发达
的手工业，主要表现在制陶和制石方面。“遗址
出土最多的便是陶片，均为手制，相当多的陶片
已经摆脱了原始特征，质地较硬，火候较高。”孔
德铭说，出土的陶片器型有泥质红陶小口双耳
壶、平底罐、三足钵，夹砂侈口深腹罐等，夹砂陶
片器表多有纹饰，反映了当时手工业的水平。

遗址还出土有多件石铲、石斧、石镰、石磨
盘、石磨棒等生产工具。“这些石器的加工技术
令人惊叹，制作方法有打制、磨制等。”孔德铭
说，从砍伐树木到翻土耕种，从收割谷物到脱粒
加工，整个农业生产全过程的石质工具应有尽
有，充分显示当时的农业生产已经脱离了“刀耕
火种”的原始状态，进入了锄耕农业时期。

此外，考古人员通过对古河道探沟内的填
土进行筛选和浮选，获取了较多的细碎动物骨
骼和植物炭粒。“初步观察，哺乳类动物有猪、
狗、鹿等，水产类有蚌、螺、鱼等，还有一些鸟
骨。”申文喜说，这些发现表明采集和渔猎是八
里庄遗址先民谋取生活资料的重要手段之一，
为了解当时的生业经济提供了基础条件。

据了解，裴李岗文化因1977年河南省新郑
市裴李岗遗址的发掘而命名，是新石器时代中
期中原地区的核心文化。

“新石器时代中期诸多考古学文化中，以裴
李岗文化的发展水平最高，它的迁徙、扩张造成
了一系列文化互动，带动了周边考古学文化的
演进与发展，奠定了‘早期中国文化圈’的雏形，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
头。”孔德铭说，安阳八里庄遗址是目前所知裴李岗文化分布的最北
界，其发现填补了安阳地区乃至整个豫北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
的空白。

“目前，八里庄遗址发掘研究工作刚刚起步，下一步，将围绕遗址
文化内涵、聚落分布等展开多学科研究，为推动中原地区裴李岗时期
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提供更多资料。”孔德铭说。

打击非法劣质油品，共建圣地美好家园。
举报电话：市场监管局0911-12315

延安工作组0911-8018084
陕西成品油市场经营秩序
专项整顿延安工作组 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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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盛于中生代的翼龙是最早
演化出动力飞行的爬行动物，比
鸟类早约 7000 万年翱翔蓝天。
翼龙的皮膜翼曾让早期的一些学
者认为它们的飞行机制类似蝙
蝠，但随着研究的深入，鸟类逐渐
成为翼龙飞行研究的参照对象。
我国科学家对哈密翼龙肩带形态
学与骨组织学的最新研究成果，
揭示了翼龙的飞行机制。

该成果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
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汪筱林、周
忠和研究团队与中国科学院大
学、中山大学生态学院合作完成，
近日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
《解剖学记录》中国古生物专辑。

中科院古脊椎所研究员汪筱
林介绍，地球上会飞的脊椎动物
目前所知仅翼龙、鸟类和蝙蝠三
种。此前研究已揭示，翼龙与鸟类
具有更近的系统发育关系。翼龙
具有一些与鸟类相似的肩带特征，
包括马鞍状的肩臼窝、柱状的乌喙
骨及非常发育的顶乌喙突等，但缺
少叉骨、肩胛骨与背椎构成关节、
有愈合的肩胛乌喙骨等特征则明
显与鸟类不同。以往研究也注意
到翼龙和鸟类的飞行机制之间可
能存在差异，比如喙上肌可能不是
翼龙翅膀上扬的主要动力，但这些
结果并未得到广泛认可。

此次，科研团队通过对新疆

哈密早白垩世的湖相地层产出的
哈密翼龙肩带进行研究发现，哈
密翼龙的喙上肌如同鸟类一样绕
行顶乌喙突内侧连接肱骨近端，
顶乌喙突可能实现类似的滑轮功
能，说明翼龙可能如鸟类一样利
用喙上肌收缩实现翅膀上扬。研
究还发现，哈密翼龙的肩臼窝疑
似保留有软骨组织，表明翼龙的
肩臼窝可能与鸟类一样具有厚实
的关节软骨以缓冲飞行压力。

研究也发现了翼龙独特的飞
行机制。与鸟类终生不愈合的肩
胛骨与乌喙骨不同，哈密翼龙的
肩胛骨与乌喙骨在个体成年之前
就已经完全愈合，形成骨性结合
的肩胛乌喙骨，代表了翼龙飞行
演化过程中独特的肩带适应。同
时，哈密翼龙肩臼窝和肱骨头均
呈现凹陷的关节面，构成鞍状关
节，导致肱骨头旋转可能受限，表
明翼龙可能通过特殊机制控制前
臂旋转，以便在飞行中改变翼面
形态，减少飞行阻力。

“研究显示，翼龙的飞行机制
既有与蝙蝠的相似性，又有与鸟
类的相似性，还有自己的独特适
应。”汪筱林说，在研究翼龙飞行
适应机制时需要更加谨慎，综合
对比研究，才能更好地去了解这
一已灭绝的独特飞行爬行动物的
生态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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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长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子自然告〔2023〕01号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经子长市人民政府批准，子长市自然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壹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其他规划要求按批准的规划设计条件执行。
二、竞买人资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

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申
请人应当单独申请。

三、确定竞得人方式
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竞买申请办理
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

让文件。申请人可于2023年3月14日至2023年4月
11日到子长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获取挂牌出让文件。

竞买申请截止时间：2023年4月11日16时。
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2023年 4月 11日

16时。
竞买资格确认截止时间：2023年4月11日17时。

揭牌时间：2023年4月13日10时。
五、挂牌时间和地点
挂牌时间：2023年4月4日至2023年4月13日。
挂牌及报价地点：子长市自然资源局会议

室。（如有变动，另行通知）
六、其他事项
1.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

价，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
2.该地块以现状条件出让。
3.土地成交后，竞得人于10个工作日内与子长

市自然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合同签订后 1个月内必须缴纳出让价款 50%
的首付款，余款按合同约定交付。竞得人逾期不签
订合同的，终止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
交易、不退还保证金。

4.竞得人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缴清全部出让价款后（含未按时缴纳出让金产生的
违约金及分期付款产生的利息），方可办理国有土
地不动产证。

七、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
联系地址：子长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联系电话：0911-7121256
13772294595 15829116666
联系人：赫建宝 屈峰
户名：陕西圣融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账号：26925101040012815
开户行：农行子长市支行

子长市自然资源局
陕西圣融拍卖责任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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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研究哈密翼龙的这个部位
科学家揭秘翼龙的飞行机制
新华社记者 温竞华

● 凤凰山麓毛泽东旧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