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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全国“两会”召开在即，人大、政协
先后出台措施改进会风，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特别是坚
决刹住公款宴请吃喝之风。

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重点研究细化了十二届全国人
大一次会议改进会风的措施，共 !"项，主要包括：严格控制会议
经费支出，努力做到实际支出低于预算；简化会场布置；倡导代表
发言紧紧围绕会议议题，不讲空话套话，不作汇报工作性、一般表
态性发言；改进会议简报编写发送方式；按照中央规定的字数和时
长做好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会议的报道，把更多的版面和时段留给
基层代表；坚持代表统一乘坐大车制度，尽可能不封路，合理控制
交通管制的规模和时间等。

!日，《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改进会风的措施》出台，共
!#条，主要包括：合理安排会期；简化会场安排；精简文件材料，
从严控制会议纸质文件的印制和发放；改进会议文风，严格控制文稿
篇幅，侧重反映意见和建议；增强讨论实效，鼓励委员畅所欲言，讲真
话、讲短话，力戒空话、套话，提倡讨论发言不照读文稿，不作一般
汇报性、表态性发言；改进新闻报道，突出政协特色，着重反映委员在
反映民情、体现民意、集纳民智方面的建设性意见建议等。

由海军北海舰队$艘军舰组成的中国海军舰艇编队连日来在南

海海域重要岛礁间进行战备巡逻，开展多课目海上演练，并进行海上

补给。编队%月&日夜间通过巴士海峡，继续在西太平洋海域进行远海

训练。图为舰载直升机进行起飞前准备。新华社记者 黎 云摄

图为习近平、李克强、俞正声等在中南海同党外人士欢聚一堂，共迎新春。 新华社记者 刘建生摄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春
节将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
务院副总理李克强 " 日来到国家海
洋局，通过卫星视频连线，向正在
极地和大洋执行任务的科考队员致
以节日问候和新春祝福，看望在京
队员和队员家属的代表，并慰问海
监工作人员。

通过海事卫星，李克强与南极的
雪龙船、长城站和中山站进行视频连
线。他说，你们奋战在冰雪极地和远
洋风浪中，祖国和亲人十分惦记你
们。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你们致

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
李克强说，海洋对人类的生存发

展至关重要。我国是海洋大国，有辽
阔海域，必须高度重视海洋战略。海
洋既是能源、资源的巨大宝库，也是
地球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建设
海洋强国，是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必然
要求。要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加
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促进蓝色经济
持续健康发展。

李克强还考察了国家海域动态监
视监测管理系统，通过大屏幕观看了
全国主要海域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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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主持人：陈振凯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张
烁） 在中国人民的传统节日春节即
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 月 ! 日下午
在中南海邀请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
工商联新老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代
表欢聚一堂，共迎新春。他代表中共
中央，向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
派人士，向统一战线广大成员，致以
诚挚的问候和新春的祝福。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
副总理李克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俞正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出席。

民革中央主席万鄂湘、民盟中
央主席张宝文、民建中央主席陈昌
智、民进中央主席严隽琪、农工党
中央主席陈竺、致公党中央主席万
钢、九三学社中央主席韩启德、台

盟中央主席林文漪、全国工商联主
席王钦敏、无党派人士代表林毅夫
等应邀出席。严隽琪代表各民主党
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致辞。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回
顾过去的 $ 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
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
稳定任务，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包
括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
士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推动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新的重大胜利。
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向各民主党
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向统一
战线广大成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习近平指出，实现我们的奋斗
目标，需要全国上下共同努力，需
要加强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
无党派人士的团结合作。各民主党
派是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无党派人士
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一定要把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
路作为根本方向，提高参政议政、
民主监督的水平，提高政治把握能
力、组织领导能力、合作共事能力。
工商联要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和履职
能力建设，努力成为政治坚定、特
色鲜明、作风优良的人民团体和商
会组织。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同各
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团结合作，
是建立在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之上的。
今天，我们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就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越是向前推进，越需要
凝聚最广泛的力量。同志们要充分
认识肩负的重要责任和使命，坚定

政治信念，坚持前进方向，多建睿
智之言，多献务实之策，共同开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习近平指出，要继续加强民主
监督。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要容得
下尖锐批评，做到有则改之、无则
加勉；对党外人士而言，要敢于讲
真话，敢于讲逆耳之言，真实反映
群众心声，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
尽。希望同志们积极建诤言、作批
评，帮助我们查找问题、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帮助我们克服工作中的
不足。中共各级党委要主动接受、
真心欢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监
督，切实改进工作作风，不断提高
工作水平。

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
有关负责人及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
参加活动。

西方有“圣诞老人”，中国有“春

节老人”。

每到春节期间，有“中国春节文化

之乡”美称的四川阆中，在古城街巷

里，人们常会看到身着红色吉庆古装、

手持法杖、面容慈祥的白发白须老人，

在忙着给人们送发红包，恭贺新年快

乐、平安吉祥。这就是中国“春节老

人”落下闳的化身。

落下闳是谁？他怎么会被称为“春

节老人”？这要从春节习俗说起。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春节是中

国最盛大、最热闹、最重要的传统节

日，也是欢庆丰收、喜望来年，一年中

最放松、最欢快的时候，可谓中华民族

的“嘉年华”。据记载，中国人过春节

已有四千余年历史。

自古以来，中国就以农历纪年，每年

第一个月叫元月（或正月）。不同朝代，元

月日期不相同。夏朝以孟春元月为正月，

商朝以腊月（十二月）为正月，秦始皇统

一中国后以十月为正月。可见那时，元月

是岁首，春节是迎春，迎新年与迎春天，

两者时间不一定相同。真正把“迎接新

年”与“迎接春天”统一起来并沿用至今

的人，是阆中人落下闳。

落下闳，姓落下，名闳，字长公，

巴郡阆中人 （四川阆中）。汉武帝元封

年间（公元前 '!(年—公元前 !("年），

历法由于多年未修以至于非常混乱，与

天象严重不合而影响农业生产。汉武帝

下旨编造新历，除依靠以司马迁为首的

官方天文学家，还广泛征召民间天文学

家进京修历。在同乡谯隆推荐下，落下

闳应征入京，与唐都等人修制了一部历

书，他担任主要运算工作。经比较鉴

定，汉武帝认为落下闳等制定的历法优

于其他 !& 部历法，于是在公元前 !()

年将其公布实施。当年改元“太初”，

这部历书就叫 《太初历》。 《太初历》

采取了当时先进的计算方法，一直被历

朝历代沿用，其间只作过几次小的修

改。这也是中国有史记载使用时间最

早、历时最长、最科学完整的历法。

《太初历》 中，首次将二十四节气

编入，与春种、秋收、夏忙、冬闲的农业

节奏合拍，并制定了确定闰年的方法和

以“雨水”这个节气所在的月份为正月、

“以孟春正月为岁首”的历法制度。“孟

春”是春季第一个月，以正月初一为一年

第一天，称为“元旦”。二十四节气中的

“立春”常会出现在春节前后。从此，中国

人迎接新年与迎接春天真正吻合了。

由于落下闳是在历法上确定春节的

天文学家，老百姓亲切地称他为“春节老

人”。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科

学技术史》中，称落下闳是世界天文领域

中“灿烂的星座”。*(()年+月'#日，中国

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将一颗国际永久编号

为'#&"&的小行星命名为“落下闳星”。

数千年绵延不断的中国春节，是海

内外中国人共同的精神家园。阆中这座

古城，因其孕育了天文历算大家落下

闳，又因其春节民俗文化活动既有全国

各族各地的共性特征，又独具川北民俗

特色，故被全国文联民间艺术家协会命

名授予“中国春节文化之乡”美誉。

又是一年春节到，莫忘先贤落下闳。

（作者为阆中市政协副主席）

“春节老人”落下闳
! 马 凯

习近平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发表重要讲话

对中共而言要容得下尖锐批评
李克强俞正声出席

" 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需要

全国上下共同努力，需要加强中国

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

的团结合作

" 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

和无党派人士团结合作，是建立在

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之上的。今天，我

们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就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

" 要继续加强民主监督。对中

国共产党而言，要容得下尖锐批评，

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党外人

士而言，要敢于讲真话，敢于讲逆耳

之言，真实反映群众心声，做到知无

不言、言无不尽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记
者隋笑飞）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
山 "日晚来到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
会彩排现场，亲切看望正在紧张工作
的演职人员，向大家致以新春祝福和
诚挚慰问，勉励大家精心排演、精益
求精，把喜闻乐见、精彩纷呈的春节
晚会奉献给海内外电视观众，把风清
气正、欢乐祥和的浓浓春意传递给全
国各族人民。

经过认真筹备和多次彩排，%&'(
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已准备就
绪，将于%月)日%&时通过中央电视台综
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新闻
频道、英语新闻频道、法语国际频道、西
班牙语国际频道、阿拉伯语国际频道、
俄语国际频道、高清综合频道以及中
国网络电视台向全球同步直播。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刘延东、刘
奇葆一同看望慰问。

中央领导看望老同志
向老同志们致以亲切的节日问候

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春节
前夕，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看望或委
托有关方面负责同志看望了江泽民、
李鹏、万里、乔石、朱镕基、李瑞
环、宋平、尉健行、李岚清、曾庆
红、吴官正、李长春、罗干、贺国
强、周永康和张劲夫、郑天翔、刘复
之、田纪云、迟浩田、张万年、姜春
云、钱其琛、王乐泉、刘淇、吴仪、
曹刚川、曾培炎、王汉斌、张震、何
勇、倪志福、王丙乾、邹家华、王光
英、布赫、铁木尔·达瓦买提、彭珮
云、周光召、曹志、李铁映、司马
义·艾买提、何鲁丽、丁石孙、成思
危、许嘉璐、蒋正华、顾秀莲、热
地、盛华仁、唐家璇、肖扬、韩杼
滨、贾春旺、叶选平、杨汝岱、任建

新、宋健、钱正英、孙孚凌、万国
权、胡启立、陈锦华、赵南起、毛致
用、王文元、王忠禹、李贵鲜、张思
卿、罗豪才、张克辉、郝建秀、徐匡
迪、张怀西、李蒙、邓力群等老同志，
向老同志们致以亲切的节日问候，衷
心祝愿老同志们新春愉快、健康长寿。

老同志们对此表示感谢，希望全
党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
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
发展观为指导，解放思想，改革开
放，凝聚力量，攻坚克难，坚定不移
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
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各项任务、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准备就绪

刘云山看望慰问演职人员

李克强慰问科考和海监人员
强调重视海洋战略建设海洋强国

中国海军舰艇编队

南海巡逻

今年两会改会风
人大政协先后出台措施和办法 北美迎春年味浓

! "

*月 #日，随着中国传统的
春节临近，北美有华人处，处处
弥漫着新年的味道。

图!：美国纽约中国城年味

渐浓。图为几名市民在曼哈顿的

中国城观赏中国传统的春节挂

饰。 新华社记者 王 雷摄
*月 #日晚，“渥京庆祝春

节委员会”联袂加中议员协会参
众两院的议员们，在联邦政府会
议中心大厅举行晚会，热烈庆祝
蛇年春节的到来。加参众两院议
员 #( 多人，以及渥太华市长等
,((多位来宾出席了庆祝晚会。

图"：舞台上瑞狮狂舞，喜

迎蛇年到来。

图#：随艺轩画廊女主人扈

航，狂草怀素的“自序文”。

本报记者 李学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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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到 鞭炮响 我纠结

放或不放？这是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