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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惠生（右一）在巴哈塔尔遗址发掘现场。 资料图片

杜老师：
近来常在媒体上看到“踔

厉”一词，例如“残疾人运动
员张华踔厉奋进，自强不息”

“以踔厉进取的姿态创造新时
代的生活”。请问“踔厉”的
准确含义是什么？谢谢。

四川读者 王先生

王先生：
“踔厉”的“踔”读chuō，常

表示“跳跃”“超越”等意思。“踔
厉”是个书面色彩明显的词语，意
思是“精神振奋”。例如：

（1）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
以兴起。（鲁迅《坟·文化偏至论》）

（2）笃行不怠勇担当，踔厉奋
进开新局。

（3）赶考新征迎难解，凝心勇
毅踔厉搏。

（4）向强者看齐，踔厉追赶。
（5）踔厉前行，让新时代的农

村富起来。
现在常说的“踔厉奋发”是成

语，出自韩愈 《柳子厚墓志铭》：
“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
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其中
的“踔厉风发”指人的议论气势昂
扬振奋。后来，多写作“踔厉奋
发”，用来形容精神振奋、斗志昂
扬。例如：

（6） 其慷慨助饷，多为华侨；
热心宣传，多为学界；冲锋破敌，
则在军队与会党，踔厉奋发，各尽
所能，有此成功。（孙中山《中国
革命史·革命之运动》）

（7） 中国冰雪健儿正踔厉奋
发、笃行不怠，通过刻苦训练不断
调整状态，提升竞技水平，力争在
冬奥会赛场创造佳绩、为国争光。

例 （6） 和 （7） 中的“踔厉奋
发”都表“精神振奋、斗志昂扬”
的意思。

《语言文字报》原主编杜永道

新年伊始，巴基斯坦历史人类
学家马兹哈尔·阿拉姆驱车来到位于
伊斯兰堡以西约 50 公里处的巴哈塔
尔遗址，为将要到来的中国考古队
的住宿、交通、安保等进行前期准
备工作——新一季的中巴联合考古
即将开始。

近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之间的文明交流对话活动深入开展，
中巴两国在人文交流，尤其是考古学
领域的合作不断加深。2018年，巴基
斯坦总理伊姆兰·汗访华，双方同意落
实好 《中巴文化合作协定执行计
划》，加强博物馆领域的交流与合
作，促进文物和手工艺品保护和鉴
赏，增进两国考古学界交流。

2018年4月，河北师范大学古代
文明比较研究中心主任汤惠生赴巴
基斯坦开展访学交流，并考察了巴哈
塔尔等地的哈拉帕文化遗址。这次访
问中，汤惠生提到的一项考古发现令
阿拉姆印象深刻——早在5000年前，
南亚和东亚地区的史前文明就存在开
展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可能性。

中巴友谊源远流长，但两国之
间横亘着喜马拉雅、喀喇昆仑两座山
脉，往来交通艰险异常。直到上世
纪70年代，在中国的帮助下，第一条
从中国直通巴基斯坦的公路——喀

喇昆仑公路才修建完成。“早在数千
年前，人类就曾经翻越如此巍峨险
峻的群山，简直不可思议。”阿拉姆
心中充满感叹。为了进一步验证这
一数千年前的文明联结，他和汤惠
生决定再次对当地哈拉帕文化遗址
开展考古发掘。

当年 11 月，汤惠生再次来到巴
基斯坦，这一次，与他同行的是由

来自河北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和湖
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 14 名中方考
古学者。他们与阿拉姆一行会合，
考古田野发掘工作正式启动。

“联合考古队对每一块陶片绘
图、照相、记录，一个个发现集纳
在一起，就像是一幅拼图渐渐完
成，我们的观点也一步步得到证
实。考古现场在别人看来可能枯燥

无味，但在队员们看来却时时刻刻
充满惊喜。”汤惠生说。

在巴基斯坦，中方考古队队员
常常感受到当地人的热情好客。考古
工作在乡村进行，当地农户听说是来
自中国的考古队，总是招呼大家去家
里喝茶，还热心地要为考古队提供帮
助。考古发掘之余，汤惠生还与阿拉
姆一起拜访了多位当地考古研究学
者。两国学者围炉共话，毫无保留
地交流学术研究成果。

去年5月，中国国家文物局与巴
基斯坦国家遗产和文化署签署《关于
协同开展“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
的联合声明》，在联合考古、文化遗
产保护修复、世界遗产、博物馆展览
交流、防止文物非法贩运和人才培养
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共同推动亚
洲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发展。

“渴望交流与沟通是人类的本
能。数千年前，正是这种渴望驱使
着人们历经千辛万苦，翻越巍峨雪
山。”阿拉姆说，如今，科技快速发
展，我们有了如此畅通的信息渠道
和便捷的交通方式，期待巴中双方继
续加强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
考古合作，开展更多联合考古项目，
加深两国民众对彼此历史文化的了
解，增进文明交流互鉴。

“踔厉”的含义

海关答疑

海外纪闻

探寻数千年前的文明联结
本报记者 程是颉

探寻数千年前的文明联结
本报记者 程是颉

尹律师：
我今年已经80岁了。我

早年丧偶，一个人把子女拉
扯大。60岁那年儿女都成家
立业了，我也幸运地遇上了
我的后老伴，我们感情一直
很好。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
不想给儿女增添麻烦，想订
立遗嘱安排一下财产。后老
伴明确表态不要我的财产，
但是我知道她只有一点退休
金，没有自己的房子。虽然
我们都同意把我名下的房子
给孩子们，但是我想能不能
我走了，后老伴还能一直住
着我的房子，直到她百年以
后呢？这么多年的感情，我
真不希望我走了以后，她居
无定所、晚年凄凉，有什么
好办法吗？

河北读者 刘大爷

刘大爷：
您好！您不用担心，您的想

法《民法典》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能够实现，可以通过订立遗嘱设
立居住权来解决您的后顾之忧。

█ 可根据遗嘱
或遗赠设立居住权

居住权是用益物权的一种，
指对他人所有的住房及其附属设
施占有、使用的权利。设立居住
权，可以根据遗嘱或者遗赠，也
可以按照合同约定。

居住权的法律特征主要有 5
点：1、居住权的主体是特定的
公民，即有合法依据而占有房屋
的公民，公司和其他组织不是
居住权的主体；2、居住权的客
体只限于房屋，不涉及其他财
产；3、居住权人对房屋的使用应
限于居住的目的，如果是用于经
营是不可以的；4、居住权的取得应
有法定的依据或有相关合同的约
定；5、居住权的取得应办理登
记手续，并受国家法律的保护。

依据《民法典》第十四章之
规定，居住权的设定主要有两类
方式： 1、依合同而取得居住
权。如双方当事人签订居住权合
同，并办理居住权登记。2、依
遗嘱等法律行为取得居住权。房
屋所有权人可通过设立遗嘱的方
式为他人设定居住权。

居住权的内容主要是指居住
权人的权利和义务。

居住人的权利包括：1、享有对房屋的使用
权，但此种使用权须限于居住的目的；2、享有附
属于房屋使用权的各项权利，如相邻权等；3、有
权为居住的目的而对房屋进行修缮和维护。

居住人的义务包括：1、在居住期间负有保管
房屋的义务；2、不得就其居住权设定抵押或其他
任何权利负担；3、应当承担房屋的日常的管理和
维修费用及其他使用过程中的合理费用支出；4、
不得随意改变房屋的结构和用途；5、在居住期届
满时负有返还房屋的义务。

█ 一定要在专业人士指导下
订立合法有效的遗嘱

《民法典》第十四章用6条规定对居住权的设
立形式、合同内容、设立登记、注销登记等做了
具体规定。其中前五条主要是围绕依照合同约定
订立居住权的规定，第六条明确指出通过遗嘱设
立居住权的参照适用前五条。

据此，您完全可以通过订立遗嘱的方式为后
老伴设立居住权，基于订立遗嘱是一项重大的民
事法律行为，兼之设立居住权属于《民法典》的
新规定，在设立时需要注意以下3个问题：

1、一定要在专业人士指导下订立合法有效的
遗嘱，否则一旦遗嘱被认定为无效，通过遗嘱设
立居住权的安排也会随之丧失意义。

2、设立居住权的内容应参照《民法典》第三
百六十七条进行明确规定和要求，明确姓名和住
所、住宅的位置、居住的条件和要求、居住权期
限、解决争议的方法等，结合上述内容中提到的
居住权人的权利义务，并结合您家的具体情况进
行全面、准确的描述，避免产生歧义、引发不必
要的麻烦。

3、法律明确规定居住权是不得转让、继承
的，是否能够出租需要明确提出。

█ 律师寄语

通过遗嘱为后老伴设立居住权，确实为像您
一样善良的人提供了法律工具和法律支撑。但通
过遗嘱设立居住权与通过合同设立居住权相比，
前者具有一定的被动性。

遗嘱是在立遗嘱人去世之后才生效，如果在
居住权期间，居住权人有损害房屋或合法继承人
权利的行为，因为居住权已经通过遗嘱设立，现
行法律规定下合法继承人尚无救济途径，合法继
承人将无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也与立遗嘱
人的本意相悖，所以通过遗嘱设立居住权一定要
考虑周全、表述准确。

（北京雷杰展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
尹红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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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女士：
您好！想要开展速冻饺子出口

业务，您需要详细了解出口速冻饺
子的标准要求、生产企业备案及监
管、出口申报、合格评定等方面的
政策规定，在这里向您简要介绍一
下主要事项：

● 产品标准要求

出 口 食 品 需 要 符 合 进 口 国 家
（地区） 的标准或者合同要求，请注
意提前了解进口国家 （地区） 的标
准，合理拟定合同要求。如无以上
相关要求的，应当保证出口食品符
合我国国家标准。

● 生产企业备案及监管

出口速冻水饺的生产企业要向
所在地主管海关申请出口食品生产
企业备案，符合备案要求的，海关
予以备案，饺子即获出口资格。

备案办理流程如下：
（一） 填写《出口食品生产企业

备案申请表》（通过浏览器打开网址直
接下载：http：∥ online.customs.gov.
cn/static/pages/guides/000729013000/
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备案申请书 （空
白表格）.doc）。

（二）登录“中国出口食品生产企
业备案管理系统”（http：∥qgs.cus-

toms.gov.cn：10081/efpe/login） 向 所
在地主管海关提出申请并上传材料。

（三） 所在地主管海关对申请人
提出的申请进行审核，对材料齐
全、符合法定条件的，核发 《出口
食品生产企业备案证明》。

（四） 取得出口食品备案资质的
企业，可以在“中国出口食品生产
企业备案管理系统——企业备案名
录”查询备案信息。

需要提醒企业的是，部分进口
国家或地区对我国出口食品生产企
业实施市场准入要求。我国相关出
口食品生产企业在符合我国要求的
基础上，还要符合进口国家或地区
的有关卫生法规要求。如果饺子馅

含有水产品或肉类产品，一般还需
向所在地主管海关申请对外推荐注
册，在获得进口国或地区的注册资
格后，方可向该国家或地区出口。

● 出口申报

出口饺子出口商或者其代理人
应当按照规定，通过中国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向生产企业所在地海关
提出出境货物出口前申报 （每批次
都需申报），申报时需准备合同、发
票、装箱单、出厂合格证明、出口
食品加工原料 （如饺子馅含有的水
产品或肉类产品） 供货证明等资
料，并如实填写申报信息。

● 出口合格评定

海关工作人员首先按照系统指令
及相关规定对出口饺子的申报资料进
行审核，然后按照相关要求对系统布
控抽中的，实施现场查验。同时，海
关制定年度国家出口食品安全监督抽
检计划并组织实施，命中送检指令的
出口饺子将按要求抽取样品送实验室
检测污染物、微生物、食品添加剂等
项目，保障出口饺子安全卫生。海关
按照以上单证审核、实货检查、实验
室检验等结果开展合格评定。对于
查验合格的，海关就将予以通关放
行。 （关 悦）

广州海关：
团圆不过饺子，一盘热腾腾的饺子既暖胃又暖

心，是中国人餐桌上无法缺席的美味。在海外，众
多华侨华人也保持着除夕年夜饭吃饺子的习俗。农
历新年将至，作为一家速冻水饺生产企业，我们想
要开展速冻饺子出口业务，让海外同胞品尝来自家
乡的味道。请问申报出口要注意哪些事项？

广州某饺子生产企业 李女士

出口饺子需要注意这些事项

马来西亚雪兰莪州的书画爱好者们近日展示了包括 2022 只虎及
2022个虎字的书画作品，迎接农历虎年的到来。

图为书画爱好者在展示部分老虎主题的书画作品。
张纹综摄（新华社发）

千虎书画迎新春

律师信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