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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内蒙古日报社主办，内蒙古自治区合唱艺术协会、
内蒙古音乐家协会合唱联盟、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内蒙
古分公司、呼和浩特市鸿福助老中心协办的“无限梦之
声·爱上内蒙古·爱唱草原歌”云上合唱大赛视频征集活
动截止到1月20日，活动组委会已经收到自治区各类合
唱团体发来的团体合唱视频128个（首），组委会经过筛
选，拟展示优质完整合唱视频103个（首），视频报送单位
涵盖文化场馆、各类大专院校、中小学校、社会团体、协
会、老年活动中心、社区街道等。

目前，合唱视频大赛正式进入大众评审和专家评审
阶段。

大众评审阶段：（1月 25日—2月 15 日）内蒙古新
闻网、“草原云·草原APP”客户端、《内蒙古日报》官方
微信同时集中展播各单位报送的合唱视频作品。期
间，区内外社会公众、各界人士可关注并登录草原APP
客户端、内蒙古新闻网、《内蒙古日报》官方微信线上观
看内蒙古云上合唱大赛，为自己喜爱的合唱团、合唱曲
目进行点赞和投票。大众投票占最终评选总成绩的

50%。
专家终评阶段：（2月20日—2月25日）云上合唱大

赛组委会将邀请合唱领域专家、资深人士与大众评审同
步进行综合评价评分(占总成绩50%)。两项评审合计为
最终得分。

公示及颁奖：公示时间(2月26日—3月4日)，组委会
将通过内蒙古日报社全媒体公示合唱大赛评选结果；3月
6日起为获奖团体颁发奖品和证书，本次活动最终解释权
归内蒙古日报社所有。

奖项设置：最终通过评比评选出35首获奖曲目，确定
金奖5个（首）、银奖10个（首）、
铜奖20个（首）。

金奖奖品为无限极（中
国）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提
供的价值 3000 元代金卡一
张；银奖奖品价值 1000 元代
金卡一张；铜奖奖品价值 500
元代金卡一张。

“无限梦之声·爱上内蒙古·爱唱草原歌”
云上合唱大赛进入网上评选阶段

●不慎将坐落于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世纪新村8号楼2单元104林生的呼和浩特市保障性住房租赁合同
（合同编号：LYQ20140390）丢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2021年1月
22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1年5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21年1月22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六十九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2021年1月
22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1年7月15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21年1月22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七十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2021年1月22
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1年2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21年1月22日

（均据新华社北京1月22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七十一号）

新华社北京1月22日电 十三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22日
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经
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动物防疫法、新
修订的行政处罚法、海警法。国家主
席习近平分别签署第69、70、71号主
席令予以公布。栗战书委员长主持会
议。

常委会组成人员160人出席会议，
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
关于设立北京金融法院的决定。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
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比利时
王国关于移管被判刑人的条约》的决

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摩洛
哥王国引渡条约》的决定。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宪法和
法律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
会、外事委员会分别提出的关于十三
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
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
代表资格的报告。报告指出，2021年1
月4日，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选出的第
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
提孜那甫乡护边员拉齐尼·巴依卡，为
抢救落水儿童英勇牺牲。全国人大常

委会向拉齐尼·巴依卡代表见义勇为的
壮举致以崇高敬意，对拉齐尼·巴依卡
代表的英勇牺牲表示沉痛哀悼。

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

曹建明、张春贤、沈跃跃、吉炳轩、艾力
更·依明巴海、万鄂湘、王东明、白玛赤
林、丁仲礼、蔡达峰、武维华，秘书长杨
振武出席会议。

国务委员王勇，最高人民法院院
长周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
国家监察委员会负责人，全国人大各
专门委员会部分成员，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有关部
门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在京闭幕

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动物防疫法
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等
习近平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

栗战书主持会议

□新华社记者 赵悦 许舜达

从沪昆高速公路义乌段的“望道互
通”出口驶离，驱车沿着山脚公路蜿蜒而
上，便来到分水塘村。村里流传着一个家
喻户晓的故事。1920年的一个春夜，浙
江义乌分水塘村一间久未修葺的柴屋，一
个年轻人在煤油灯下奋笔疾书。

母亲在屋外喊：你吃粽子要加红糖
水，吃了吗？儿子应声答道：吃了吃了，甜
极了。谁知，当母亲进来收拾碗筷时，却
发现儿子嘴里满是墨汁，红糖却一点儿也
没动。原来，儿子竟然是蘸着墨汁吃掉了
粽子！

这位把墨汁当红糖吃掉的人叫陈望
道，他翻译的册子叫《共产党宣言》。墨汁
为什么那样甜？原来，真理也是有味道
的，甚至比红糖更甜。

作为《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
本，该书于1920年8月在上海出版，初版
1000册一销而光。从此，这本小册子在
中国不断传播，影响了一批为寻找中国未
来而奔走的中国共产党人。

分水塘村一度鲜为人知，但其所属地
义乌，如今以小商品之都闻名于世。近年
来，当地对陈望道故居进行了整体修缮，
并还原了陈望道在柴屋译书的场景。
2018年以来，依托红色资源，义乌在当地
打造了一条长达13公里的道路——“望
道信仰线”，作为义乌十条美丽乡村精品
线之一。

53岁的村民陈华仙从2011年开始，
就在陈望道故居担任管理员。前些年偶
有游客来访，她便承担起了义务讲解工
作。“我爷爷是跟陈望道一起长大的伙伴，
在我小时候爷爷就经常跟我说起陈望道
当年的故事。但直到我做了讲解员，才真
正了解陈望道，他对真理的追求和救国救
民的初心让我很佩服。”陈华仙说。

如今，讲解过程中游客提出的问题，
陈华仙都能对答如流。她翻开角落的留
言簿对记者说：“这些年来瞻仰陈望道故
居的人越来越多，很多单位都来这里上党
课。”

以前分水塘村只有一家代销店，随着
来瞻仰观光的游客不断增多，现在不仅有
了农家乐和小饭馆，还开起了望道邮局、
进口商品直销中心、麻糖手工作坊、非遗
木刻版画工作室等，20多名村民实现家
门口就业。

分水塘村党支部书记陈仕杰告诉记
者，就这么一个小山村，如今村中一半多的
村民成了生意人。他们有的在距离分水
塘村20多公里外的义乌国际商贸城拥有
自己的店铺，有的则在当地开办了企业。

从摇着拨浪鼓、走街串巷进行“鸡毛
换糖”，到马路市场、钢棚市场几代摆摊经
营，改革开放以来，资源贫瘠的义乌逐渐
发展成为全球著名的小商品集散中心。

百年前，在义乌闭塞的小山村里，一
位满怀救国理想的年轻人，把马克思主义
的火种引进了中国。而现今，并行于“望
道信仰线”行驶的中欧班列（义乌），也让
分水塘这个小山村与全世界的联系再度
变得紧密。

2014年 11月 18日，中欧班列（义
乌）——“义新欧”从义乌西站始发，途经哈
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等国家，
历时21天，最终抵达西班牙首都马德里。
这条全长1.3万公里的中欧班列铁路线，
打开了义乌和欧洲经贸往来的新通道。

“从前的需要，只限于国货就够了；如
今却要求国外的生产品。从前只株守一
乡一国，如今却也讲求各国国民的交际和
互助。”时光走过百年，重读陈望道的翻
译，让今天的我们更真切体会到：马克思
是对的，真理的味道是甜的。

意大利的饼干、捷克的水晶杯、土耳
其的花生油、巴基斯坦的毛巾……“义新
欧”进口商品直销中心位于分水塘村核心
区的古街上，占地约100平方米，村民和
游客在这里可直接“海淘”来自“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的源头货。

“直销中心虽然国外产品很多，但卖
得最好的还是跟陈望道有关的原创设计
产品。”店员陈丹感慨地说。

（新华社杭州1月22日电）

在义乌，寻找“真理的味道”

新华社北京1月22日电 国家卫
生健康委员会22日通报，1月21日0-
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103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9例（广东
4例，上海3例，安徽1例，福建1例），本
土病例94例（黑龙江47例，吉林19例，
河北18例，上海6例，北京3例，山西1
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 27例，解
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3103人，重
症病例较前一日增加12例。

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286例（其
中重症病例2例），现有疑似病例5例。
累计确诊病例4572例，累计治愈出院
病例4286例，无死亡病例。

截至 1 月 21 日 24 时，据 31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报告，现有确诊病例1674例（其中重症
病例80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82495
例，累计死亡病例4635例，累计报告确
诊病例88804例，现有疑似病例5例。
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949349人，尚
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35752人。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119例（境外输入20例）；当日转为确诊
病例20例（境外输入1例）；当日解除医
学观察15例（境外输入14例）；尚在医
学观察无症状感染者929例（核增1例）
（境外输入273例）。

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
例 10785 例。其中，香港特别行政区
9867例（出院8904例，死亡167例），澳
门特别行政区46例（出院46例），台湾
地区872例（出院771例，死亡7例）。

国家卫健委：21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03例 其中本土病例94例

1 月 22 日，在深圳福
田区的中建三局二公司华
南公司平安财险大厦项目
上，收到慰问品的建筑工
人在活动现场合影。当
天，中建三局二公司华南
公司平安财险大厦项目选
择留守的 40 余名建筑工
人 收 到 一 份 过 年“ 大 礼
包”，深圳市关爱行动公益
基金会联合中国联通深圳
市分公司为留深过年的建
筑工人准备了床品四件
套、口罩、春联以及预存话
费的手机卡等礼物，并为
他们免费提供手机维修等
服务。

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
摄

留深过大年
温暖满鹏城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