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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兴业路 76 号；浙江嘉兴，南湖红
船。两个具有重要标志意义的中国革命原点，
在时隔近百年后的大地上依然闪耀着指引未
来的光芒。

10月 31日，在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一周
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专程赶赴这里，沿着早期共产党人的足迹，探
寻我们党的精神密码。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翻开风云激荡的红
色篇章，在历史中汲取力量，为的是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永远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上
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我们党梦想
起航的地方。我们党从这里诞生，从这里出
征，从这里走向全国执政。这里是我们党的
根脉。”

惊雷划空

上海，11时许。习近平总书记一行下车，
缓步走向绿荫下的中共一大会址。秋叶静美，
大门上的铜环熠熠生辉。1921年 7月，身着长
衫、中山装、西装的 10多位有志之士，怀着对
马克思主义的憧憬，从四面八方赶到位于法租
界的这个幽静小院，轻轻叩响铜环。

那时的中国积弱积贫、九原板荡、百载陆
沉，被称为是一艘“无一处没有伤痕”的破
船。经过翻天覆地的历史变迁，今天的此刻，
习近平总书记和其他常委同志迈过门槛，伫立
于复原的中共一大会场旧址，倾听历史回响。

青色砖墙、红色窗棂、精致条桌、硬木椅、
小圆凳、雕花茶杯、粉色花瓶、紫铜烟缸……
习近平总书记凝视着、思索着。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馆长说起当时情
形。习近平总书记动情地说，毛泽东同志称这
里是中国共产党的“产床”，这个比喻很形象，
我看这里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当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一行循着革命先
辈的足迹，从上海乘坐火车赴嘉兴，瞻仰南湖
红船。那时，中共一大会议因被巡捕窥探、被
迫中断，代表们随后辗转来到浙江嘉兴，泛舟
于“轻烟漠漠雨疏疏”的南湖之上，继续会议议
程。

96年前的那一天，7个小时，从日头正浓
到夕阳西下，中共一大代表们讨论通过了中共

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份决议，选举产生了中央
局。抚今追昔，习近平总书记感慨：“小小红船
承载千钧，播下了中国革命的火种，开启了中
国共产党的跨世纪航程。”

总书记伫立岸边，久久眺望清波荡漾的远
方。革命先辈们也曾一次次望向远方、追寻未
来。“莽莽神州，已倒之狂澜待挽；茫茫华夏，中
流之砥柱伊谁”，谁能想到，正是这条小船摆渡
了暮霭沉沉的中国。

5分钟车程，抵达南湖革命纪念馆。习近平
总书记和其他常委同志拾级而上。气势恢宏
的序厅，穹顶上的铁锤镰刀分外醒目。一艘复
建的红船破墙而出，似在告诉人们正是这一把
橹桨摇醒了在茫茫黑夜中摸索了半个多世纪
的中国。

站在这条红船前，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回
荡大厅：“党的十九大擘画了党和国家事业发
展的目标和任务，全党同志必须坚持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不断带领人民创造更
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牢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一步一个脚
印向着美好未来和最高理想前进；始终保持谦
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不畏艰难、不怕牺
牲，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初心不改

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
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上海、
嘉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到“初心”二字。

初心是什么？
欲知大道，史可为鉴。中共一大会址纪念

馆，视频短片《追梦》吸引了他们的目光。共产
党领航，中国从生灵涂炭、一穷二白，到世界第
二大经济体；从铁钉、火柴都要进口，到自力
更生造出“两弹一星”，“嫦娥”奔月“蛟龙”入
海……一个政党的成长和一个国家的复兴紧
密相连。

短片播放了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九大报
告的一席话，此情此景听来更令人心潮澎湃：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
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
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

力。”
为什么不能忘记初心？因为共产党人的

初心，是我们这个中国共产党长盛不衰、枝繁
叶茂的动力源。

1920年 9月印刷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
文译本，安放于展厅陈列柜。习近平总书记多
次讲述了陈望道在翻译《共产党宣言》时“蘸着
墨汁吃粽子，还说味道很甜”。真理的味道如
此甘甜，一代代共产党人前仆后继。讲解员说
起这一译本由一位共产党人的老父亲放在衣
冠冢中方才保存下来，总书记听了连称很珍
贵，说这些文物是历史的见证，要保存好、利用
好。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共第一个纲领》前、
站在《中共第一个工作决议》前，逐字逐句细细
品阅。他走到栩栩如生的一大代表群雕前，听
讲解员的讲述。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一开
始就在自己的纲领文件中开宗明义确立了坚
持马克思列宁主义，鲜明写下“工人阶级”“无
产阶级”这些字句。尽管处于初创阶段，但奠
定了我们党的前进方向和基石。

纪念馆一层序厅，巨幅党旗如鲜血浸染。
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其他常委同志一道举起右
拳、庄严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
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他们的声音交
汇在一起，一字一句，句句铿锵。习近平总书记
说，入党誓词字数不多，记住并不难，难的是终
身坚守。每个党员要牢记入党誓词，经常加以
对照，坚定不移，终生不渝。

我们党从弱小到强大，从九死一生到蓬勃
兴旺，从只有 50多位党员到拥有 8900多万党
员、450 多万个基层组织，成为世界最大执政
党。之所以能如此，根本在于我们党能“始终
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保持初心不改、
壮志豪发，在风云变幻的百年史册上留下不朽
传奇。

信念如磐

道路决定命运。
习近平总书记驻足于革命先辈谢觉哉的

日记本前。1921年 6月 29日，日记写道：“午
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〇〇
〇〇〇之招。”为避免搜查所画的五个圆圈，意

为“共产主义者”。
那个年代，信仰的选择也是生命的抉择。

习近平总书记一行站在中共一大代表的浮雕
前端详。大浪淘沙，个人坚守信仰力量的强弱
决定着人生命运的方向。有用马克思主义引
领中国改天换地的毛泽东，有为真理献身的何
叔衡、陈潭秋、邓恩铭，也有信念中途夭折、背
叛党和人民的周佛海、张国焘、陈公博……一
代代共产党人高举信仰的火炬，挺起民族的脊
梁，推动中国浩荡前行。

从中共一大到党的十九大，跨越 96 年的
对话。一条主线一脉相承——党的领导、党的
建设，任何时候都要坚如磐石。在浙江工作
时，习近平为南湖革命纪念馆奠基。2005年 6
月，他刊发于《光明日报》一篇文章，对“红船精
神”作出概括：“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
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
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

“从纪念馆奠基那一刻起，我就一直想着
落成后要来看一看，今天如愿以偿了，确实深
受教育和鼓舞。”他说，我们要结合时代特点大
力弘扬“红船精神”，让“红船精神”永放光芒。

96 年前，中共一大会议闭幕时的场景令
人感怀：“让我们再喊一遍口号吧！记得声音
要轻一点。”“嗯！”“中国共产党万岁！”……声
音低沉却铿锵有力。

96年后，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上海一大会
址纪念馆，每日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瞻仰
者。在这些地方生起的火种，一代代共产党人
接续前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说：“秀水泱泱，
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

永远奋斗

两个纪念馆，在三幅相似的图片前，习近平
总书记久久凝视。

一幅，中国近代时事漫画《时局图》。列强
瓜分，熊、鹰、犬、蛤蟆盘踞中国版图……

一幅，清末给列强赔款的惊人数字，白银
令人痛心地如开闸河水般涌出国门。

一幅，马克思观察中国国情后写下的一段
话：“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
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
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

习近平总书记连连感叹：“多屈辱啊！多
耻辱啊！那时的中国是待宰的肥羊。”

中国共产党推动了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
的社会变革，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
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从站起来、富
起来到强起来。盘点昨日苦难与今日辉煌，
总书记强调说：“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一路走来，细节中处处标注着我们党孜孜
以求的奋斗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同其他常委
同志边走边看，不时交流——

解放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致函李达：“吾
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
速前来参与经营。”

李大钊挥毫泼墨：“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
章”，这句话也成为他人生的生动写照。

……
穿越革命年代、建设时期，跋涉一段段改

革历程，我们迈入意气风发的新时代。
一周前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见面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为未来中国标注了大事记——
2018年，改革开放40周年；2019年，新中国成
立 70周年；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1
年，建党 100周年。路漫漫其修远兮，奋斗永
远在路上。

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引用了《庄子》中的一
句话“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习近平
总书记在瞻仰时再次引用，他指出，96年来，
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
成就，这值得我们骄傲和自豪。同时，事业发
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
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
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从中共第一个纲领、第一份决议，到党的
十九大报告，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一步接一
步，从蓝图到现实，前所未有接近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
远奋斗——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永葆青春活力
的秘诀，这是一个肩负历史重托的政党对人民
的承诺。“只要我们团结一心、苦干实干，就一
定能乘风破浪……”习近平总书记挥动手臂，
笑着说：“从小船一直划到巨轮上，驶向光辉的
彼岸。”

（新华社上海/浙江嘉兴10月31日电）

梦想，从这里启航
——记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赴上海瞻仰中共一大会址、赴浙江嘉兴瞻仰南湖红船

□冯军福

每年“双11”后，留下的大量快

递包装箱都会成为关注的焦点，面

对这种“快递浪费”，我们如何开启

“绿色之战”？10月 27日，首批可

循环使用上千次的共享快递盒，由

南京运抵郑州市二七区的苏宁云

商郑州物流基地，正式投用。今

后，郑州消费者购买 3C、母婴、快

消易碎品等商品时，收货时可能会

发现包装变样了。共享快递盒一

问世，就在一片热议声中迅速走

红。（据10月30日《大河报》）
先看一组数字。根据国家邮

政局消息，今年 1 至 9 月，全国快

递 服 务 企 业 业 务 量 累 计 完 成

273.9 亿件，同比增长 29.8%。在

即将到来的 2017 年“双 11”，全行

业 快 递 处 理 量 预 计 超 过 10 亿

件。然而，快递业迅猛发展的背

后，却是一座座高高堆起的“垃圾

山”。据业内计算，如果按每个包

裹箱平均用一米胶带计算，快递

业每年所用的胶带连起来能绕地

球 230 圈。与日俱增的包装垃圾

正在以超过 45%的增长率侵蚀着

原本健康的土地和环境。人们在

享受“买买买”带来满足感的同时，

也在为如何消解快递纸箱而犯愁：

直接扔掉吧，既浪费又不环保；回

收再利用吧，苦于没有渠道。而原

料纸价的“一路高歌”，也让电商和

快递企业叫苦不迭。

共享快递盒的迅速走红，并非

只是因为挂上了“共享”二字，而恰

恰在于它同时戳中了我国快递业

包装成本和环保压力的两大痛点。

数据显示，与苏宁共享快递

盒同等规格的单个瓦楞纸箱成

本在 0.6 元左右，单个苏宁共享

快递盒 25 元，但其可循环利用

1000 次 以 上 ，单 次 使 用 成 本 仅

0.025 元，成本可减少 95%左右。

共享快递盒所具备的成本优势，

倒逼其他电商纷纷试水包装“瘦

身”行动，京东推出循环包装袋，

阿里在全球启用“绿仓”，打造

“绿色物流”成为快递业转型升

级的未来趋向。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在绿

色低碳、共享经济等六大领域培育

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共享快递

盒正式投用，既是贯彻新发展理

念的具体体现，也是物流业转型

升级的内在要求。此外，随着政

府对生态保护的日益重视，人们

的消费观念也随之发生改变，简

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被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所推崇。

共享快递盒补齐了此前逆向

回收渠道缺失的行业短板，快递

业节约了成本，消费者的环保诉

求得到疏解，“绿色物流”迈出了

可喜的一步，可谓一举多得，一经

推出自然引起社会强烈反响。但

作为一个新兴事物，共享快递盒

要行稳致远，更好助力“绿色物

流”的打造，如何标准化、规范化

尤为关键。这既考验着电商和快

递企业的智慧，也考验着城市管

理者的治理能力。6

□于怡冉

河南省黄河公证处举办“法治阳光”主

题活动，新乡市组织开展“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大会议精神、建设新时代法治校园”主题

活动……如今，各地都在掀起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的热潮，其中以“法治”为主题的

活动接二连三。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

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厉行法

治，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

守法；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

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

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

增长；要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全面落

实司法责任制，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

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法者，治之端也。一个现代化的国家，首

先是法治的国家，法治既意味着更完备的制

度与秩序，也意味着更多的公平和正义。“理

国要道，在于公平正直”。贴满大街小巷的 24

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潜移默化地把“法

治”印刻在公众的脑海里；送法下乡等活动把

“法”的观念带进基层；人民法院大数据管理

和服务平台显示，2017年上半年，全国法院共

受理案件 1458.6万件，每天审理的案件约 8万

件……这些均说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框架不断

完善，法治观念日益深入人心。

美好生活需要法治呵护，法律权威的彰

显需要每个人秉持法治精神。政论专题片

《法治中国》第六集《全民守法》中，引用了法

国思想家卢梭的一句警言，“一切法律中最重

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

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商君

书·画策第十八》也说道，“国皆有法，而无使

法必行之法”。这些都告诉我们，法治的真

谛，在于全体人民对其真诚信仰和忠实践

行。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全面依

法治国，提高全民族法治素养，法治信仰定能

植根于每个公民的灵魂深处，法治中国建设

必将蹄疾步稳。6

共享快递盒助力“绿色物流”
共享快递盒的迅速走

红，并非只是因为挂上了“共

享”二字，而恰恰在于它同时

戳中了我国快递业包装成本

和环保压力的两大痛点。

让法治成为公民的信仰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多位网友发帖称，位于南昌青山湖区名为豫章书院的“戒
网瘾”学校，存在体罚、囚禁、暴力训练等诸多问题。日前，青山湖区政府发布通报称，
经调查网帖反映的问题部分存在，已责成相关部门进行处罚、追责。6 图/王铎

多措并举防治职业病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近日通报了对部分省份和中央企业建

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工作专项检查情况，发现“三

同时”制度落实不到位、职业病防护措施不规范、职业健康管

理不到位等各类问题 261 项，其中现场检查的 50 家建设单位

中，32%的建设单位没有依法开展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

“三同时”工作。（据10月31日《法制日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自 2001年颁布以来，先

后经过 2011年、2016年两次修订，为劳动者筑起一道职业健

康“防火墙”，彰显了国家对劳动者职业健康的高度重视。然

而，目前我国职业病危害依然严重，对职业病防治工作提出新

挑战。一方面，职业病防治用人单位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突

出表现为用人单位法治意识不强，对改善作业环境、提供防护

用品、组织职业健康检查投入不足，农民工、劳务派遣人员等

的职业病防护得不到有效保障；另一方面，职业卫生监管和职

业病防治服务能力不足。现实之中，“预防职业病”已被一些

企业演绎成“发放津贴费”。职工获得了津贴，拿到了资金，却

依然是在有危害的环境中工作，这无异于是在鼓励企业拿金

钱购买工人的健康。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加强职业病、工伤预防和

保障工作，关乎广大劳动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也是改善民

生保障、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的必然要

求。加强统筹协调、部门协作，明确职责，健全治理机制……多

措并举，才能切实提升职业病综合防治水平。6 （吴学安）

给“有偿归还”定标准

西安市灞桥区的孟先生有点烦：坐出租车时不慎落下了

装有驾照和几张银行卡的包，出租车司机多方寻找到他，但在

归还物品时向他索要了 200 元。孟先生认为，司机主动归还

乘客遗失物值得称赞，但要钱的行为实在不可取。(据 10月
30日《华商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 112 条明确规定：“权利人

领取遗失物时，应当向拾得人或者有关部门支付保管遗失

物等支出的必要费用。”也就是说，拾得人的“拾物索酬”权

利是受到法律保护的。近些年来，各地经常曝出有关“拾物

索酬”的新闻，究其原因，是物权法规定的所谓“必要费用”，

目前仍缺乏一个明晰的执行标准。比如，本案中失主孟先

生觉得这 200 元的误工费不尽合理，那么合理的“价位”究竟

在哪？是否该与失物的价值挂钩？或者说又应该占怎样的

比例？

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发布法律细则或司法解释，统一

规定“有偿归还”比例。这样，拾得人利益表达有章可循，失主

给予报酬有据可依，双方各取所需、皆大欢喜。同时，也会消

除掉一些无谓的社会争议。毕竟，物归原主，弘扬助人为乐精

神；有偿归还，体现知恩图报美德。法律对获酬权的肯定，是

在用激励的方法来培养公民的道德。3 （祝建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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