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7年，随着英国对印度
近 200年殖民统治的结束，印
度才得以真正独立。 此时，印
度的技术水平很低，工业十分
落后，手工业在工业生产中的
比重高达 74%，重工业比重不
到 10%。为此，印度成立标准
学会，希望为独立后的经济提
供重要支撑。1950年， 印度引
进“工匠训练计划”，希望培训
更多优秀工匠，以提高产品效
益和质量水平。

“一五”计划结束后，印度
人进一步把主要精力放在构
建工业体系上。在加大国家质
量技术设施投入的基础上，印
度标准学会正式开始实施产
品认证标志管理，向符合标准
的制造商授予认证标志。1958

年， 印度制定 《贸易及商标
法》， 规定对制假者处以两年
监禁并外加罚款。

1975年以后，印度把质量
发展的着力点转向构建法治
体系。1976年和 1977年，相继
通过颁布 《度量衡标准法案》

和《包装商品度量衡使用标准
规定》。1986年 12月，颁布《印
度标准局法》， 成为管理标准及认证的基本法
律。1987年，印度标准局作为一个政府机构，正
式接管印度标准学会的职员、资产、负债和职
能，并扩大了管理范围和权力。

随着经济的增长，民众对高质量产品的需
求日益增多。1986年，印度政府颁布《消费者保
护法》，规定设立国家级、邦级和县市级消费者
保护委员会以及国家消费者争端赔偿委员会，

以处理消费者对厂商的投诉，并对消费者进行
消费权利教育。

1991年 5月 21日，印度前总理拉吉夫·甘
地遇刺身亡，但经济改革的脚步没有逆转。这一
年，印度专门设立了特别奖项———拉吉夫·甘地
国家质量奖，以奖励卓越质量企业，进一步彰显
印度不畏艰难追求质量的决心。

次年，印度质量委员会正式成立，下设多
个委员会。例如，国家认证认可委员会系唯一
的国家合格评定服务机构；国家教育和培训认
证委员会引进美国质量教育体系，对职业教育
机构进行认证认可，以减少假冒伪劣培训机构
的出现。

2014年 8月 15日，印度举办第68 届独立
日盛大庆典。总理莫迪在庆典上呼吁，印度要
制造出没有缺陷、 对环境没有负面影响的产
品。为响应“零缺陷、零影响”的目标，印度质
量委员会着手建立和推行专项计划， 通过成
熟度评定、 整体集成认证和政府给予财政支
持等方式，助力提升中小微型企业的质量发展
水平。

一系列努力，带来了积极成效。在 2016年
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排名榜上， 印度位居第 11

位，初步实现了质量和效益的协同发展。但总
的来看，印度的产品质量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与强烈的质量意识相比，印度的质量实施
力度总体偏弱，产品总体上显得粗糙，并处于
质量问题高发期。举例来看，在食品安全领域，

尽管印度逐步建立起食品安全法治体系，但食
品掺假和污染牛奶、毒苹果、假酒、鼠药蔬菜等
全国性食品质量问题层出不穷。此外，火车脱
轨、桥梁坍塌、缆车坠落、毒气泄漏等事件亦不
时爆发。

今天，印度一方面要奋力追赶世界发展的
步伐，以避免在新一轮竞争中掉队；另一方面
又要努力补上质量安全课， 夯实发展基础。可
见，在速度和质量之间，考验的不仅是意志力，

而且还有智慧和执行力。

■ 梁勇

■ 赵文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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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的传人”，将一盘散沙组织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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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龙有着非常丰富的
内涵。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但所谓的龙到
底是什么、传人又有何指？

伏羲“以龙纪官，百师服”

说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是因为我们的
先民与龙有着紧密联系。这种联系最早可追
溯至传说中的伏羲时期。

伏羲， 被誉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先始，系
三皇之一。楚帛书还记载其为创世神，是最
早团结统一初始时期先民各个部落的人文
始祖。

由于治理有方，前来投奔伏羲部族的部
族日益增多。由此，伏羲开始面临一个重大
而严肃的课题： 如何对不同部落进行统一
规整？ 各随各族的图腾显然不利于团结与
号令，而统归于伏羲族的图腾标记，既会致
使核心部族成分复杂化，也会给人造成通吃
并吞的误解。于是，取各部族之长的念头诞
生了。

据史书记载，由于有“神龙负图”这种祥
瑞出现， 所以新的图腾和组织形式以龙命
名，即“以龙纪官，百师服，皆以龙名，作龙
书，以立制号”。例如，春官为青龙氏，夏官为
赤龙氏，秋官为白龙氏，冬官为黑龙氏，中官
为黄龙氏。

从诸多古籍可以发现，龙是伏羲开创政
体的重要符号， 是团结各族群各尽所能、扬
长避短的有效组织形式，是通过龙这种表象
达至同文同宗认可的有益探索。

推演八卦，延续“王道乐土”

古人对这种龙政体的描述，还上升到哲
学理论层面。

发端于伏羲“始作八卦”的《周易》，以
乾坤二卦为统领。乾卦全篇都在讲“龙”，因
晦涩难懂，故众说纷纭。若联系前文直读，

便可发现从“潜龙勿用”开始，历经“见龙在
田”“终日乾乾”“或跃在渊”到“飞龙在天，

利见大人”的全盛。这些都是对伏羲创立的
“龙”在不同时期、不同状态的描述及规律
剖析，揭示“变化无常，隐现不测”的特点。

同时，通过强调事物之间的相互感应，阐述
民族认同以及“大人”之间、群龙之间的辩
证关系。

进一步来看，推演伏羲八卦的文王悟出
了其中奥妙：“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
滨，莫非王臣。”天下名义上是周的，但土地
是不归王一家所有的。他只是共主，并非独
占天下土地，而是要分封出去的；分封出的
土地为邦国， 邦国的君主不能像周一样称
王，只能称侯；邦国的土地也不为侯所独有，

也是分封，再分的土地谓家；分到最后，王、

侯、卿大夫、士、平民都能得到土地。由此可
见，“溥天之下”强调的是王的责任在于“守
土为民”。

正是基于这样的深刻理解，周王朝得以
延续 800年的“王道乐土”。

向“亢龙”发展，其道穷也

然而，文王的后人还是渐渐由“亢龙”而
重蹈“龙战于野”的覆辙，最终导致血流成
河。对此，孔子有话要说。

孔子当初离开鲁国， 率学生周游列国，

奔波了七八年，欲推行恢复周朝初年礼乐制
度的政治主张。可是，他看到的只是“龙战于
野”，不禁感慨“云从龙，风从虎”。

一般认为，在相辅相成的“龙虎”关系
中，伏羲（圣人）的作为有目共睹：生命的源
泉在于气，气的涌动即为风，风生才能水起，

风起才有云涌；春风化雨、冬风化雪，云的变
化也依赖于风。 正是有了圣人兴起的引领，

才会生发龙虎风云际会的场景，才能真正率
领民众大有作为，创造历史的好时机。

换句话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唯有如此才能“利见大人”。一旦脱离伏羲向
“亢龙”发展，便“其道穷也”，结果就是“龙战
于野，其血玄黄”。

所以，伏羲部族的这种政体与认同是一
种中央集权的雏形。唯此，龙行虎变、虎变龙
蒸的政治局面才能得以实现。 也正为如此，

孔子才会为自己不能生活于斯而感到无比
惋惜：“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
也，而有志焉。”

一姓的尊荣，决定百姓苦难

在现代语境下，龙的传人一词始于民族
悲情，是对一盘散沙重新凝聚起来的殷切期
望，是要团结不要分裂的信仰传承，更是民
族伟大复兴的坚定信念和追求。

回顾历史可以看到，自秦始皇号称“祖
龙”起，龙与封建帝王的身世就发生了直接
联系。经历朝历代的强化后，龙逐渐成为皇
室象征。晚清时期，黄龙旗还使龙进一步成

为清王朝的正式标志。

以龙为皇权标志的封建统治者高高在上、

神秘莫测， 往往寓意着官本位而非民本位。所
以， 帝制时代百姓对龙的祭祀只为求降雨、求
庇护，而没有以龙为“共同祖先”的意思。在民
间传说中，还有大量英雄人物斩杀兴风作浪之
恶龙的传说。

龙成为中国人的图腾， 可以说是近代发
明。1903年，严复把“图腾”这个概念正式介绍
到中国。抗战前后，知识分子为救亡图强，使
一盘散沙的民众团结在民族独立的旗帜之
下，兴起了普及、论证中国民族概念和图腾的
运动。

“龙图腾” 概念最重要的发明者闻一多在
《伏羲考》中指出，龙图腾是由许多不同图腾糅
合而成的一种综合体：“马的头，鬣的尾，鹿的
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于是便成为我们
现在所知道的龙了”。不过，此书充满了“假如”

“假定”“也许”“恐怕”等词语，没有得到现代人
类学理论的足够支撑。

事实上， 闻一多自己也是非常纠结的。他
坦言，“龙凤” 在帝制时代已成为 “帝德”和
“天威”的标记，“一姓的尊荣，便天然决定了
百姓的苦难”。 所以，“万一非要给这民族选
定一个象征性的生物不可，那就还是狮子罢，

我说还是那能够怒吼的狮子罢，如果它不再太
贪睡的话”。

华人身份认同的重要资源

1978年，一首关于龙的传人的歌曲经过央
视春晚的传播后，得以红遍大江南北，歌词也
由悲情的宣泄逐渐向民族认同与奋发的明朗
化方向发展。

应该说，这首歌曲迎合了改革开放初期中
国人“希望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心情”，所以
自然会引起人们的强烈共鸣。与之相伴，“龙图
腾”终于得到了国人的全面接受，成为“中华民

族意识下华人身份认同的重要资源”， 逐渐成
为中国人的代称。

通过前面对先民与龙关系的溯源， 我们
确实可以自信地表示：中国人独创的龙，是独
特的民族智慧珍宝， 必然会得到呵护传承并
完善升华， 进而成为中国立于世界之林的一
大优势。

肃清“龙意识”的思维遗毒

中国历史上虽然历经分分合合，但始终贯
穿着对同文同宗的认可以及大一统国家的基
调。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式集权与专制并不
是一回事。集权是有民主的，是人民集权和少
数人专制的集权。

有人一听到集权就嗤之以鼻，转而极力鼓
吹西式民主。殊不知，民主的概念一开始是被
西方主流世界所摒弃的。今天那些号称民主的
政权，实质上依然奉行“丛林法则”，有的甚至
还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形态。所以，真正的民
主绝不能由西方来界定。

中国坚持完善的同文同宗民族共识和制
度， 与世界上某些只运行了几百年的制度相
比，其实是各有所长的。这里面，能够将一盘散
沙组织起来是我们值得倍加珍惜的比较优势，

对此应该有充分的文化自信、制度自信。当然，

我们也需要肃清“龙意识”之中的思维遗毒。否
则，为人民服务的落实与深化就无法得到保证。

进一步来看， 正如我国宪法所阐明的：在
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已经结成由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
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
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
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
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将继
续巩固和发展。作为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龙的传人共识在新时代必
将得到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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讣 告
中国共产党党员， 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原副

院长戴元超同志因病医治无效， 于 2019年 2月
16日 7时 43分在中山医院逝世，享年 80岁。
遵照戴元超同志遗愿，丧事从简，不举办告别

仪式。
特此讣告。

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
2019年 2月 18日

公 告
2018年 12月 14日，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政府对张园地块旧城区

改建作出房屋征收决定【沪静府房征（2018）3号】，本地块房屋征收
范围为东至石门一路、南至威海路、西至茂名北路、北至吴江路。
坐落于本市威海路 590弄 56支弄 11号的房屋承租人杨梅仙

所承租的公有房屋在征收范围内，为了保护上述房屋承租人的合法
权益，特此公告通知，请上述房屋承租人自本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
来我单位办理房屋征收补偿安置相关事宜，如超过上述期限，将按
照公有房屋承租人下落不明办理，到时由该户同住人办理房屋征收
相关事宜。
办公地址：上海市静安区石门一路 315弄内张园地块 106室
电话：62221813 联系人：汪先生

上海市静安第一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
2019年 2月 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