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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上海 4 月 22 日电 （记
者 郭敬丹 吴振东）“大刀向鬼子们
的头上砍去，全国武装的弟兄们，抗战
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82年前，这首慷慨激昂、震撼人心的
《大刀进行曲》在抗日烽火中诞生，它的
词曲作者就是麦新。

麦新，原名孙培元，曾用名孙默
心、铁克，1914年 12月出生于上海，
1929年考入上海美商开办的“美亚保
险公司”当练习生，后转为职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开始参加抗日
救亡运动。

麦新爱好音乐，积极参加上海抗日
救亡团体“民众歌咏会”的演唱活动和
进步音乐组织，向群众教唱聂耳的《开
路先锋》《义勇军进行曲》和冼星海的
《救国军歌》《打回老家去》等抗日救亡
歌曲。

1936年8月下旬，麦新创作的处
女作《九一八纪念歌》经冼星海谱曲，很
快传遍上海。此后，他还创作了《牺牲
已到最后关头》《保卫马德里》《只怕不
抵抗》等著名作品。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制
造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通电
全国，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
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
抵抗日本的侵略，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
国。同时，驻守卢沟桥的国民党第29
军大刀队英勇杀敌的捷报不断传来。

麦新热血沸腾，彻夜不眠，于8月8日
创作了《大刀进行曲》这首不朽的时代
战歌。这首时代战歌一经诞生，就如疾
风闪电，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城镇乡
村、前线后方，成为振奋民族精神、争取
民族解放的号角。

1937年9月，麦新参加中共上海
地下党组建的“战地服务队”，开赴前线
参加抗日。1938年1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1940年10月，经周恩来批准，
麦新奔赴延安，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
系党支部书记，参加了著名的大生产运
动、整风运动及延安文艺座谈会。

抗战胜利后，1945年8月，麦新随
大批干部奔赴东北。1946年2月，调
内蒙古科尔沁草原哲里木盟开鲁县工
作，先后任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参加
领导当地的土改运动和武装斗争。期
间，创作了一批反映时代要求的革命
歌曲。1947年 6月6日，麦新在执行
任务途中遭匪徒袭击，壮烈牺牲，年仅
33岁。

麦新：《大刀进行曲》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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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22日电 斯里兰
卡警方22日确认，21日发生的8起爆
炸已造成290人死亡，超过500人受
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第73届
联大主席埃斯皮诺萨等对这一恐怖袭
击行为予以强烈谴责。

斯旅游发展局在声明中说，爆炸
受害者包括30余名外国公民。据中
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22日提供的最
新消息，中国公民确认死亡人数从此
前的2人修正为1人，还有5名中国公
民失联，5名中国公民受伤。

斯里兰卡总统媒体办公室22日发
表声明说，斯里兰卡将从当地时间23
日零时起进入“有条件的全国紧急状
态”。为悼念连环爆炸遇难者，4月23
日为全国哀悼日。斯警方当日宣布，将
于当地时间22日20时至23日4时在
全国实施宵禁。

古特雷斯21日通过发言人发表声
明，强烈谴责斯里兰卡发生的系列恐怖
袭击，希望肇事者尽快被绳之以法。他

还赞扬斯里兰卡当局在袭击发生后表
现出的领导力和人民的团结，并重申，
在这一困难时刻，联合国向斯里兰卡人
民和政府表达支持和声援。

埃斯皮诺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
这一令人发指的行为予以谴责，并呼吁
停止针对无辜民众的攻击。

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推特就该事
件向斯里兰卡人民表示诚挚慰问。他
说，美国已准备好向斯方提供帮助。白
宫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发表声明谴
责袭击。

当地时间21日，斯里兰卡接连发
生8起爆炸，地点包括首都科伦坡等地
的4家酒店、3处教堂和一处住宅区。
据当地媒体报道，斯拆弹部队22日下
午在科伦坡圣安东尼教堂附近拆弹时
又引发一起爆炸，伤亡情况尚不清楚。
斯警方说，已经逮捕24名爆炸案嫌疑
人。

（参与记者：朱瑞卿、唐璐、王建刚、
朱东阳）

斯里兰卡连环爆炸死亡人数升至290人
国际社会强烈谴责恐怖袭击行为

新华社北京 4 月 22 日电 （记者
赵文君）记者22日从国家市场监管总
局获悉，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对食品小
作坊实行100%登记、动态管理，推动
小作坊由“小散低、脏乱差”向“小而精、
名特优”转变。

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召开的
食品小作坊监管工作现场会上，国家市
场监管总局副局长孙梅君表示，小作坊
关系大民生，各级市场监管部门正因地
制宜开展小作坊食品安全综合治理，推
动食品小作坊规范发展和转型升级。

会议提出五点举措：一是建章立
制、摸清底数，对小作坊100%登记，实
施动态管理。二是加强基层综合执法，
解决好“谁来管、管什么、怎么管”的问
题，重点针对环境卫生、设备清洁、原料
来源、加工制作、销售管理等加强指
导。三是严厉打击制假售假“黑窝
点”。四是督促小作坊履行保障食品安
全的主体责任。五是落实地方政府属
地管理责任，扶持帮助小作坊升级改
造，引导具备条件的小作坊进入小企
业，促进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

食品小作坊将100%登记纳入监管

新华社北京 4 月 22 日电 （记者
刘红霞 郁琼源）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
行（亚投行）22日宣布，亚投行理事会
已经批准科特迪瓦、几内亚、突尼斯和
乌拉圭为新一批成员。至此，亚投行成
员达到97个。

“非洲和拉丁美洲成员数量增长，
显示出这些国家对提升基础设施以及
加大与亚洲互联互通的重视。”亚投行
副行长丹尼·亚历山大说，“这也折射出
我们的成员致力于多边合作和高标准

治理。”
上述四国完成各自国内程序以及

向亚投行缴纳首笔注资后，它们将正式
成为亚投行成员。据了解，这四个国家
的份额将来自亚投行现存份额池中未
被分配的部分。

亚投行由中国倡建，总部位于北
京，是一家专注于基建投资的新型多边
开发银行。秉持“简洁、廉洁、清洁”的
核心价值观，亚投行赢得世界广泛信
任，成员持续增加。

四国“入群”亚投行成员增至97个

业主委员会选举频频“难产”、公共
维修资金躺在账上“睡大觉”、物业不作
为业主却投诉无门——近年来，关于业
主权益的纠纷在各地多有发生，业主

“三难”被广泛“吐槽”。日前提交全国
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民法典物权编草案
二审稿，针对相关问题作出规定，引发
不少期待和关注。

业委会成立难？

——明确政府、居委会
应给予指导协助

“我们小区业主委员会从筹备到选
举出来，用了将近一年时间！”家住南京
市建邺区某小区的朱先生告诉记者，他
所在的小区在选举业主委员会时，多次
发生物业公司阻挠业主开会、阻拦业主
大会发放选票等事件，还有业主受到社
会闲散人员的威胁。

记者调查发现，尽管近年来各地
纷纷出台物业管理办法，鼓励住宅小
区成立业委会，但由于业主对政策不
熟悉、业主与物业公司有矛盾等原因，
许多小区的业委会遭遇“难产”甚至

“流产”。
对此，民法典物权编草案二审稿规

定，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居民委员
会应当对设立业主大会和选举业主委
员会给予指导和协助。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立新
表示，居委会是群众自治性组织，具有
特别法人资格，上接政府下靠居民。二
审稿增加了居委会在设立业主大会和
选举业委会中的职能，有利于业主保护
自己的权利。

“在基层实践中，没有业主大会和
业委会，业主就像一盘散沙。聘请物
业公司、处理和居委会的关系，以及保
护业主的权益，都很难展开。”全国人
大常委会委员殷一璀在分组审议草案
时呼吁，除了加强政府指导，还应给设
立业主大会和业委会提供更多法律支
撑。

公共维修金使用难？

——降低使用门槛增加
使用情形

家住湖北省武汉市南湖某小区的
胡先生，几年前发现自家住宅楼内部公
共墙面严重渗水，墙面大面积脱落。他
多次向物业反映，希望能够用公共维修
金进行维修，但迟迟未见维修工作启
动。

这并非个例。近年来，随着许多建
筑逐渐进入“中年维修期”和“老年危房
期”，公共维修金亟待使用。但因申请
手续繁琐，收缴上来的维修金往往处于

“沉睡”状态。
民法典物权编草案一审时，曾对此

作出规定，筹集和使用建筑物及其附属
设施的维修资金，应当经参加表决专有

部分面积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且参加
表决人数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同意。

草案二审稿中，两个“四分之三”改
为了“半数”。二审稿同时增加规定，紧
急情况下需要维修建筑物及其附属设
施的，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可以依
法申请使用维修资金。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王利明
表示，此前的规定要求较高，实践中易
造成业主开会难、议事难、表决难等问
题，给居民的日常生活带来极大不便。
草案二审稿将通过这一事项的表决要
求从面积和人数的“四分之三”降至“半
数”，有利于让公共维修金不再“沉睡”。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田红旗说，关
于紧急情况下申请使用维修资金的规
定还有待进一步完善。“紧急情况下，物
业服务企业、业主都应有权申请使用维
修资金；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有召集

程序的要求，在时间来不及的情况或不
履行职责或无人管理的情形，应赋予相
关业主申请权利。”

业主维权难？

——赋予相关部门管理
义务明确权利救济渠道

北京市民袁大爷几年前购买了东
四环某高档小区的商品房，可小区的管
理却让他很闹心：“小区看上去很脏，有
一些私搭乱建也没人管，找物业投诉也
不搭理。”

草案二审稿对此作出规定，在建筑
区划内违反规定饲养动物、违章搭建、
侵占通道等的行为人拒不履行相关义
务的，有关当事人可以向有关行政主管
部门投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法
处理。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民法典研究
中心主任孟强说，草案二审稿的这处修
改，为解决小区违规现象引发的纠纷提
供了法律依据。

“物业作为服务企业难以对违规业
主进行有效约束，但根据草案二审稿，
当涉事业主拒不履行相关义务的，其他
业主可以向管理部门投诉，且这些部门
必须依法解决，这就对小区生活中常见
纠纷指明了解决的途径和渠道，并赋予
相关部门一定的义务去积极履行职
责。”孟强说。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刘海星认为，
保障业主权利，还需加强对业主大会和
业主委员会的监督。

“实践中，一些小区业主大会、业主
委员会建设不规范、履职不到位，甚至
由少数人掌控，侵害小区业主权益。”刘
海星建议，在法律中增加有关部门对业
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日常运作进行监
督的规定。若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
会作出的决定侵害业主合法权益，受侵
害的业主除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外，
也应增加向有关部门或居委会投诉的
渠道。 （新华社北京4月22日电）

业委会成立难 公共维修金使用难 业主维权难

民法典物权编草案能否解决业主“三难”
新华社记者 白阳 罗沙 王子铭 孙少龙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维灯）4
月22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生态环境
局获悉，自3月4日重庆启动整治污水
偷排偷放行为专项行动以来，全市共出
动执法人员 2000 余人次，检查点位
14313个，发现问题1205个，其中涉嫌
环境违法行为140件，涉嫌行政拘留案
件7件，涉嫌环境犯罪案件1件，涉嫌
环境犯罪线索案件3件，依法申请关停
存在污水偷排偷放问题经营者8家，依
法实施关停4家。

此次专项行动从3月起持续到年
底，分为动员部署、自查暗查、集中整
治、巩固提高四个阶段。重点检查对象
为工业企业，城市及镇街污水集中处理

设施，以及长江、嘉陵江、乌江“三江”干
流重庆段沿岸24个区县1公里范围内

“散乱污”企业等。
专项行动启动以来，市生态环境局

召集专项行动涉及的11个市级部门召
开工作推进会，及时制定了《整治污水
偷排偷放行为明查暗查方案》，组成4
个组、8个分队，从3月7日起，出动执
法人员170余人次，开展明查暗访。

其他市级有关部门严格按照方案
要求，组织本行业开展排查整治工作。
市公安局联合市生态环境局等部门整
治污水偷排偷放问题7件，在荣昌、彭
水、铜梁、垫江、璧山5个区县查处了6
个排放有毒有害物质生产废水的黑窝

点，抓获犯罪嫌疑人20余名。
市住房城乡建委集中检查主城区

和渝东南片区13座城市集中污水处理
厂。

市城管局同步部署开展城镇排水
与污水处理突出违法行为集中执法。
市河长办组织市级河长巡河4次，区县
级河长巡河9次，调动各级河长广泛收
集线索。

重庆海事局组织开展长江干流船
舶污水偷排偷放整治，对37艘违法排
放污水的船舶作出处罚决定。各区县
全面启动整治污水偷排偷放行为专项
行动，40个区县（含万盛经开区、两江
新区）均制定了细化方案，召开了动员

会或推进会，对任务再部署、责任再落
实。

市生态环境局还印发了《重庆市整
治污水偷排偷放行为专项行动联合核
查工作方案》。方案明确，4月22日—
4月26日，重庆市整治污水偷排偷放
行为专项行动开展联合核查工作，由市
经济信息委、市公安局、市生态环境局、
市住房城乡建委等部门联合组成15个
暗查组，对各区县整治污水偷排偷放专
项行动开展情况进行联合检查，切实推
进解决污水偷排偷放行为。

本次联合核查将重点核查《重庆市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整治
污水偷排偷放行为专项行动方案的通
知》明确的10个重点检查对象8类重
点打击行为；重点核查各区县整治污水
偷排偷放行为专项行动工作开展情况，
包括方案、宣传、问题台账、整改措施、
处罚等；重点核查市级部门明查暗访发
现的污水偷排偷放问题整改情况。

重庆重拳整治污水偷排偷放
已检查点位14313个，发现问题1205个

期待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你在博物馆里看到的完整恐龙化
石，可能有一大半并非“原配”，而是科
研人员根据以往发现的同类型恐龙的
化石，采用等比例放大或缩小的方式
翻模修补而成；你看到的恐龙头骨也
可能和前一次看到的并不一样，那是
因为工作人员又根据最新的发现进行
了替换……

4月21日，在市规划和自然资源
局组织的开放日活动中，重庆日报记者
走进市地质遗迹保护与研究实验室化
石修复中心，这里有一群默默无闻的科
研人员，他们致力于让深埋地下、零落

散乱的化石重新“站立”起来。所有的
努力，只为无限接近原貌。

恐龙化石的发现与人类工程
活动相关

重庆市地勘局208地质队地质遗
迹保护研究院总工程师、高工代辉博士
就是这群人中的一员。

“以往重庆的恐龙化石多在城区发
现，其实，化石的发现与人类的工程活
动是密切相关的。”代辉说，深埋在地下
的化石，通过地壳运动后会抬露出来，
人们在建房修路时如果无意中发现了

化石的“露头”，就会立即通知相关部
门，进行保护性发掘。

“在现场的发掘人员会确定化石分
布范围，然后将化石和围岩用纱布和石
膏层层包裹成一个‘大块头’，这一过程
专业术语叫做打皮劳克。”代辉说，这个
过程就像骨科医生给骨折的病人打石膏
一样，目的是固定好，避免搬运中受损。

精雕细琢见雏形

在化石修复中心，记者看到化石包
拆包后，有专业的修理技工将变形、零
散的化石从岩石中剥离出来，然后再用

空压机、气动笔等设备进行精修，让化
石的结构和纹理逐渐清晰……

将经过精心打理后的化石进行装
架，你会发现，由于年代过于久远，一只
大型恐龙的化石完整度很难超过
40%。也就是说，大多数的骨头是需要
工作人员翻模后等比例复制。这就是
你在博物馆看不到“原配”的原因。

“上世纪70年代，工作人员发现
了当时亚洲保存最完整、体形最大的
恐龙——合川马门溪龙。2015年，重
庆再次发现马门溪龙，比上世纪70年
代发现的那个更大，超过了24米，也是
目前重庆装架最大的恐龙。”代辉说，目
前这只恐龙保存下来的部分超过
40%，完整度就已经算非常高了。

未知的正确答案永远在前方

化石修复，其实是一个不断追寻正
确答案的过程。但事实上，没有人见过
真正的恐龙，所以，正确答案是未知
的。但为什么有无数代辉这样的科研
人员，致力于化石研究？因为这是一件
有趣的事，它引领着我们去了解脚下的
地球，了解它在远古时期经历过什么。

“上世纪70年代发现的合川马门
溪龙，最初头部就装错了。”代辉说，由
于发现得早，没有参考资料，当时就参
考了国外的梁龙装架。后来新发现的
其它马门溪龙有头部，就参照着重新进
行了组装。“你如果去翻老照片，就会发
现合川马门溪龙的头部以前和现在是
不一样的，这非常有趣。”

因为恐龙的头骨薄，所以很多恐龙
的头部都不能完整保存下来，发掘的时
候多是碎片，因此恢复恐龙头部是很困
难的事情。代辉说，2015年发现的重
庆装架最大的恐龙，头部也已经改过七
八次了，无限接近原貌就是化石修复的
目标。

博物馆里的完整恐龙化石有相当一部分非“原配”——

化石修复让深埋地下的恐龙“站”起来
本报记者 郭晓静

4月22日是第50个
世界地球日。中国自然
资源部将今年世界地球
日宣传主题定为“珍爱美
丽 地 球 ，守 护 自 然 资
源”。21日，重庆日报记
者走进市地质遗迹保护
与研究实验室化石修复
中心，探寻沉睡亿万年的
恐龙化石如何修复装架，
那些零落散乱的化石如
何重新“站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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