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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杭州1月21日电（记
者 袁震宇 俞菀）“革命声传画舫
中，诞生共党庆工农”。浙江嘉兴，
是中共一大南湖会议召开地，也是
中国革命红船的起航地。一代代

“红船人”，用生命守护着红船，用
最真挚的情感讲述着红船故事。

造船造船
1921 年夏，中国共产党第一

次全国代表大会从上海转移到嘉
兴南湖的一艘画舫中举行，庄严
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艘画
舫因而获得了一个永载中国革命
史册的名字——红船，成为中国
革命源头的象征。

这艘画舫，新中国成立时已
难觅踪迹。1959年，南湖革命纪念
馆开始筹建。现任馆长张宪义回
忆说，建馆的中心是船的复建问
题。在多方考证和细致还原后，送
往北京的船模得到了认可。经过
紧张施工，1959年10月1日前，南
湖红船在蓝天秀水间重现。

“我的父亲、两个姐夫、师兄
和我，参与了大部分船体的建造。”
嘉兴造船厂原副厂长萧海根曾这样谈起当年
造船时的情景，“大家加班加点地干，每天晚上
都不回家，累了就在一个小房间里休息。”

广西运来的老杉木，江苏请来最好的雕
花师傅，橹、槁、藤床、梅花桩，一遍遍细致打
磨、精雕细琢……

“船体刷的是紫光漆，刷这种油漆时对环
境温度的要求很高，必须是25摄氏度左右。
但我们那时候没有空调，风扇都没有，怎么办
呢？大家想了个土办法，煤气炉上架锅烧水，
整个房间烟雾腾腾的，用这样的办法保持住
了温度。”萧海根说。

几十年岁月流过，不变的是匠人初心。
“那时候造船，没人是为了钱，而是觉得无比
光荣。一提到红船，我心里就高兴。”萧海根
说，“我一生中造了30多种船，最幸运的，就
是参与造了这艘红船。”

护船护船
20世纪90年代，萧海根在红船旁给南湖

革命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做报告，观众席中有
一位年轻的护船工，名叫张新志。近30年来，
他一直是南湖红船的忠实守护者。

“一般的木质船很难保存这么多年。但南

湖红船不一样，这是我们的母亲船，要不惜一切
代价把她保护好。”1985年，张新志入职南湖革
命纪念馆，主要负责红船的维修保护等工作。

一年一小修，两年一大修。每次维修，张
新志和同事们都要把红船的 1000 多个零部
件挨个儿检查一遍。大暑时节，他们在烈日直
晒下给红船木板抹桐油。八道桐油，抹完一
层，晒干，再抹一层，确保桐油完全渗透进木
板。“夏天的时候，别人希望下雨降温，我们就
怕下雨耽误修复，光抹桐油这道工序，就要
50多天。”

台风来临，张新志和同事们时刻守在红
船旁，根据风向和水位，拖拽红船不断换到避
风的位置；寒潮来袭，他们不惧冰冷刺骨的湖
水，为红船清理冰霜和积雪……

2018 年，张新志光荣退休，还是时常会
带客人、朋友到红船边讲故事。“跑到哪里，我
都会说，我是南湖修红船的”“小船上诞生了
大党，红船精神引领中国。守护红船
是多么光荣的事情啊”。

颂船颂船
张新志的妻子和女儿，都是南湖

革命纪念馆的讲解员。妻子徐金巧，

曾是嘉兴地区京剧团当家花旦，1984年到南
湖革命纪念馆工作。女儿张一，自小在南湖边
长大，如今已是红船旁的金牌讲解员。

“爸妈是我工作上的良师益友，我们三个
人在一起聊天，经常三句不离‘南湖’和‘红
船’。”张一说，“妈妈告诉我，讲解员表面看光
鲜亮丽，但要做好吃苦的准备，对个人素质要
求很高。爸爸告诉我，讲好南湖红船的故事，
是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使命，要以岛为家、以馆
为家……”

这些年，张一接待了许许多多来看红船
的人。参观者聆听她的讲述，她也从参观者身
上收获感动。张一曾接待过一位80多岁的老
红军，老人坐在轮椅上，面对红船时特别激
动。他对张一说，自己年岁大了，最大的心愿
就是到嘉兴南湖，再亲眼看一看红船。

“先辈们给我树立了榜样，现在，我要为
后代树立榜样！”张一说。

新华社郑州1月21日电（记者 冯大鹏
韩朝阳）1月21日，济源召开领导干部会议，
宣布河南省委决定：史秉锐同志任济源产城
融合示范区党工委委员、书记，中共济源市委
委员、常委、书记；免去张战伟同志的济源产
城融合示范区党工委书记、委员，中共济源市
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此前，济源市政府秘书长翟伟栋的妻子
尚小娟于1月16日发布一篇《市委书记掌掴
政府秘书长——实名公开举报河南济源市委
书记张战伟》的网络文章。文章称，2020年11
月11日早晨，张战伟在济源市政府机关餐厅
呵斥在此吃饭的济源市政府秘书长翟伟栋，
翟伟栋试图解释，却被张战伟“狠狠地打了他
一记响亮的耳光”。

1月18日，河南官方回应，关于网上举报
“市委书记掌掴政府秘书长”的有关问题，河
南省有关部门正在深入调查。

新华社呼和浩特1月21日电（记者 贾立
君）1月21日，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肺炎防控工作指挥部发布通告
说，该市一批进口冷冻猪前肘新冠病毒核酸
检测呈阳性，未流入市场，相关人员核酸检
测均为阴性。

通告说，1月20日，根据包头市进口冷链
产品“一批一检、随到随检、不检不售”机制要
求，相关部门在例行售前检测中发现，包头稀
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润恒物流城和昆都仑
区包钢冷库一批进口冷冻猪前肘，部分新冠病
毒核酸检测呈阳性。该批次进口冷冻猪前肘全
部货物已封存，未流入市场，企业已暂停营业，
相关人员和企业全体员工核酸检测均为阴性。

对此，包头市立即启动疫情防控应急响
应，第一时间封闭涉疫冷库，对货物进行封
存，外围场地环境进行彻底消杀，对该冷库管
理人员、司机、搬运工及相关接触人员进行集
中隔离医学观察，对上述人员和涉事冷库所
在市场全体从业人员开展核酸检测，检测结
果均为阴性。

新华社北京1月21日电（记者 陈菲 刘
硕）法规规定“不合法”怎么办？根据宪法和
有关法律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
纠正与宪法法律相抵触的法规、司法解释。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沈春耀 20
日向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报告了 2020 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报告显
示，一年来，按照“有件必备、有备必审、有错
必纠”的要求，进一步加大对报备法规、司法
解释、特别行政区法律的审查力度，发现和纠
正了一些“问题法规”。

这些问题被发现这些问题被发现

一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共收到
报送备案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
和单行条例、经济特区法规、司法解释、特别
行政区法律 1310 件。在
进行形式审查时发现，51
件存在施行日期不明确、
缺少标准文本、公布日期
早于批准日期、报送备案不及时、备案文件不
齐全等问题。

对于这些问题，常委会办公厅及时向有
关报备机关发函，提醒报备机关予以纠正，督
促报备机关规范报备行为，提高报备质量。

常委会法工委着力加强主动审查力度，
实现“有备必查”。法工委法规备案审查室主
任梁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去年法工委
组织开展了5个方面的专项审查，各级各类
国家机关制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都在审查范
围中，发现不少问题。

例如，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全面禁止野
生动物非法交易和食用的决定后，法工委发
现需要根据决定精神修改或者废止的规范性
文件419件；在配合民法典贯彻实施的规范
性文件专项审查和集中清理工作中，发现需
要修改或者废止的规范性文件共2850件；在

食品药品安全领域地方性法规专项审查和清
理工作中，发现需要修改或者废止的地方性
法规91件……

法工委还收到司法部通过备案审查衔接
联动机制移送的58件地方性法规，主要涉及
缩减上位法的禁止性规定以及违反行政许可
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法和行政收费制度
等方面的问题。

这些问题被纠正或处理这些问题被纠正或处理

通过报告可以看到，有关方面按照清理
要求开展了大量工作，目前部分“问题法规”
已得到修改或废止。

值得关注的是，法工委对存在违背宪法规
定、宪法原则或者宪法精神，与党中央的重大决
策部署不相符或者与国家的重大改革方向不一

致，违背上位法规定，或者明显不适当等问题
的，区分不同情况分别予以纠正、作出处理。

例如，去年全国“两会”期间，有全国政协
委员提出提案，建议对民航发展基金的征收
进行合宪性审查。法工委审查认为，征收民
航发展基金不存在与宪法相抵触的问题，但
是征收依据与 2014 年修改后的预算法规定
不符，遂向司法部提出，如果需要继续征收民
航发展基金，应当及时完善相关法律或者行
政法规依据。

还有公民提出合宪性审查建议，认为最
高法院司法解释关于城乡居民人身损害赔偿
标准的规定不一致。法工委审查认为，随着
社会发展进步，国家提出城乡融合发展，城乡
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将逐步缩小，
城乡居民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的差异也应
当随之取消，遂与最高法院沟通，建议在总结

试点经验基础上，适时修改完善人身损害赔
偿制度，统一城乡居民人身损害赔偿标准。

除合宪性审查外，法工委还对与上位法
相抵触的规定进行纠正。

例如，有的地方性法规规定，摩托车应当
在二轮车道行驶，否则处以罚款，有公民对此
提出审查建议。法工委审查认为，道路交通
安全法规定，道路划分为机动车道、非机动车
道和人行道的，实行分道通行。地方性法规
以车轮的数量作为划分车道的依据，使作为
机动车的摩托车与非机动车混行，与道路交
通安全法的规定明显不一致，已要求制定机
关作出修改。

这些举措将推出这些举措将推出

备案审查，是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保障
宪法法律实施，保护公
民、组织合法权益的重要
制度。

沈春耀在作报告时
表示，2021年将积极稳妥推进合宪性审查工
作。在备案审查工作中加强对法规、司法解
释合宪性、涉宪性问题的审查研究，探索在合
宪性审查中适时解释宪法，对违反宪法规定、
宪法原则、宪法精神的法规、司法解释及其他
规范性文件坚决予以纠正，维护宪法权威，保
障宪法实施。

同时，还将围绕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
署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重点，适应“加快立
法”的要求，进一步加强主动审查、专项审查。
探索审查研究中的听证、论证、委托第三方研
究等工作机制。拓展备案审查信息平台功能，
提升备案审查工作信息化、智能化水平。

梁鹰向记者透露，接下来还将建立备案
审查专家委员会，借助外力开展审查研究工
作，推动构建以备案审查为基础的中国特色
宪法监督理论体系。

必守一生:我在南湖守红船

包头一批进口冷冻猪前肘

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呈阳性

济源市委书记

张战伟被免职

如何纠正不合法的法规规定

停靠在嘉兴南湖湖心岛的南湖红船（2020年10月27日摄）。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耳光响亮，打掉了“打人书记”的“乌纱”，
更要打醒那些仍然不讲官德、不修官品的“官
霸”。无论职务高低，无论在什么场合，都必须
心存敬畏，严格约束自己的言行。

1月21日，济源召开领导干部会议，宣布
省委决定：免去张战伟同志的济源产城融合
示范区党工委书记、委员，中共济源市委书
记、常委、委员职务。近期，张战伟因“掌掴市
政府秘书长”闹剧备受关注。此时，距其退休
仅剩 2 年。一记耳光，打掉了自己的“乌纱
帽”，一点都不冤！

其实“掌掴闹剧”曝出后，人们就已预料到
他今日的结局。堂堂一个市委书记，公开对下
级干部大打出手，足以看出其“官品”。作风霸
道，说到底是党性修养出了问题。不少网友推
测：他对市政府秘书长尚且如此飞扬跋扈，与
群众打交道时岂会有好脸色？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决从严治党、从严治吏，党内政治
生态越来越好。越是如此，公众越不能容忍
那些言行有悖党的宗旨初心、不符合党员干
部形象的“害群之马”，他们一定会被清除出
干部队伍。

耳光响亮，打掉了自己的“乌纱”，更要打
醒那些仍然不讲官德、不修官品的“官霸”。
所有党员干部都要以这记耳光为戒。

人有人品，官有“官品”，无论职务高低，
无论在什么场合，都必须心存敬畏、不忘初
心，严格约束自己的言行，加强党性修养，为
营造良好的党风政风民风做表率。

新华每日电讯评论员易艳刚

耳光打掉“乌纱”更要打醒“官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