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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马克思主义
要敢讲能讲会讲
黄海

在长沙苏家

“一号尖兵”

视马克思主义为不合时宜的错误态度敢于批判，
善于表达、精于发声。 遵循事理，还得讲究章法，
对于以反马克思主义为时尚的错误思潮敢于抵
真用还要必须会用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曾经指
制，对于马克思主义
“
失败论”
“
无用论”
“
过时论”
出， 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要有新
的错误观点敢于辩驳。 从而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
鲜活泼的、 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
下，敢讲马克思主义都不会有丝毫动摇和犹疑。
风和中国气派”。 马克思主义不是枯燥晦涩的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真学真懂真信真用，在 “
说教”，不是僵化静止的
“
教条”。 对马克思主义
任何时候都能胸有成竹地讲马克思主义。 这个
的阐释和表达如果空洞生硬、抽象难懂，反而会
“能”， 就是具有发声的能力和本领。 马克思说
让其脱离受众，令人望而生畏。 因此，真学真懂
真信真用马克思主义，不能光喊口号，不能简单
过：
“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
地灌输大道理， 而是一方面要坚持创新马克思
要彻底，就能说服人。 ” 真懂马克思主义才能能
讲马克思主义。 如果说，不读经典批经典、不懂
主义的理论表达形式， 提高马克思主义学术话
理论反理论必然通向无知和浅薄，那么，对马克
语的构建水平，形成更为言简意赅、深入浅出、
思主义一知半解、 半通不通则必然导致在阐释
形象生动的话语体系， 使其更易于为大众所接
受； 另一方面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
和坚持马克思主义时处于“有话说不出，有理辩
实际问题，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
不明”的尴尬处境，“失语”“失声”就是自身“内
化、大众化，使马克思主义能够聚焦和回应重大
虚”的直接体现。 理论自信源自掌握理论，信仰
经典首先须熟悉经典。 只有通读经典、 读懂经
问题， 坚持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
典、进而运用经典，才能够就坚持马克思主义发
中国方案。 这样，才能更有效度、力度和广度地
让马克思主义发出时代最强音。
好声。 对马克思主义从根子上真学真懂，就能够
（作 者 系 省 社 科 院 中 国 马 克 思 主 义 研 究 所
在任何场合都做到“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学
所长、研究员）
习、研究、宣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时就能有理有
据。
坚持对马克思主
义真学真懂真信真
用， 在任何时候都顺
理成章地会讲马克思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主义。 这个
“
会”，就是

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

， 有一群来自莲乡湘潭的种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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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
“全党要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思想觉悟和理论
水平，保持对远大理想和奋斗目标的清醒认知
和执着追求。 我们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
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提升党性修养、 思想境界、
道德水平的精神营养， 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
用”。 真学真信才能敢讲马克思主义，真懂才能
能讲马克思主义， 真用必须会讲马克思主义，
这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 唯有如此，
才能让马克思主义发出时代最强音。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真学真懂真信真用，在任
何时候都旗帜鲜明地敢讲马克思主义。 这个
“
敢”，就是敢于发声和
“
亮剑”。 作为我们指导思
想和行动指南的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工作
中曾一度被弱化、淡化和虚化。 正如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的，
“
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
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
‘
失踪’、论坛上
‘
失声’”。出现这些现象和问题，归
根结底是因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内涵、体系、规律
和价值掌握不够、懂得不多、信仰不坚、运用不
足。 真学真信才能旗帜鲜明地敢讲马克思主义，
确保马克思主义的绝对话语权。 真学就是要深刻
领会、 牢牢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真信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认识世界、
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只有如此，才能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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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熊湘平
名片

王喜，男，彝族，云南文山人，1991年10
月出生，2011年12月入伍，中共党员，现任武
警湖南总队永州支队一中队特勤排班长。 他
5次参加军事比武，获得6个第一，荣获武警
湖南总队首届
“
三湘勇士”勋章。 今年7月，被
评为第十九届“中国武警十大忠诚卫士”。
故事

7月25日，酷暑难耐。 武警湖南总队永州
支队一中队训练场上， 带队训练的特勤排班
长王喜，身上的橄榄绿能拧出水来。 他告诉战
友们：
“
军事素质需要汗水浇灌，关键时刻才能
保卫人民。 ”
2011年底王喜入伍时，他的军事素质比
同批战友差了一大截。 他相信“笨鸟先飞”：
跑步，他系沙包绑腿、穿沙背心;做俯卧撑，背
上绑两块砖头;射击瞄准训练，他在枪管吊上
装满水的水壶……新训结业考核，他拿下了
3个第一、1个第二，成为一名候补特战队员。
为了去掉“候补”两字，王喜每天除了睡
觉吃饭就是疯狂训练：十公里长跑、百米冲
刺、 蛙跳……他还总结出一批实战招法：他

摸索出“一挺、二正、三平”训练固定操枪姿
势方法。 他收集影响狙击手射击的数据，绘
制图表50余张。 他提出的
“
小兵种大集训”建
议在支队推广。 很快，王喜成为同年兵中第
一个特战队员。 第二年还入了党。
2014年6月， 武警湖南总队举行首届特
勤排应急班比武考核。 开赛的前一天，王喜
训练中右膝盖撞地，肿得像馒头。 医生建议
休息两周。 可他咬牙高标准完成攀登、射击、
五公里武装越野等47个课目竞赛，摘得首届
“三湘勇士”荣誉勋章。 王喜的战友方斌说：
“王喜的顽强毅力鼓舞了大家， 最终支队获
团体总分第二。 ”
在支队长祝立志眼里， 王喜头脑敏捷，
应变能力强， 是支队当之无愧的“一号尖
兵”。 2014年10月8日，犯罪嫌疑人彭某把该
市珠山镇中心校一名五年级女生劫持到教
学楼三楼。 公安机关一边谈判周旋，一边请
求支队增援，准备狙击解救。
王喜到达现场，认真观察，却认为校园狙
击会重伤学生心理。他提出
“
谈判攻心、诱其不
备、索降抓捕”的建议。可万一被犯罪嫌疑人发
现，嫌疑人做出疯狂的举动伤及人质怎么办？
现场指挥人员焦急的目光盯在王喜的脸上。
王喜庄严地行了个军礼：
“
保证完成任务！ ”
趁谈判人员吸引住彭某的视线，王喜和
战友从教学楼的另一端悄无声息地爬上四
楼。 王喜系上绳索，从四楼降至三楼阳台顶
部，身体悬在半空，伺机突击。
时间一点一滴过去，一个小时、两个
小时……近4个小时过去，谈判失败。 彭某
失去了最后一点耐心。 他不顾一切地抱起
人质，冲向阳台栏杆，企图翻过栏杆与人质
同归于尽。 说时迟，那时快，在空中悬了3个
多小时的王喜反应灵敏。 只见他双脚在阳
台外墙用力一蹬， 身体借势迅速下降，同
时，双腿像长了眼睛一样，死死夹住半个身
子已经在栏杆外的人质。 将彭某和人质分
离开来。 这时，彭某被突如其来的“天降神
兵”愣住了。 就在彭某分神间，抓捕队员飞
身扑向彭某，将其制服。 前后仅5秒时间，不
费一枪一弹，成功解救人质。

郭敏：“我爱他和他守卫的蓝天”
通讯员 李佳慧 湖南日报记者 陈勇

7月26日6时，
长沙市开福区捞
刀河镇苏家 荷
花种植基地，姜章
清走进荷田深处
采莲。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有诗云“待到花开如满月，览胜谁记种莲
人。 ”7月26日凌晨，新湖南客户端记者来到长
沙市北二环苏家圫高架桥下，在几千亩的荷塘
里，看到了星星点点散落着诗歌里“无人记录”
的种莲人。 这些来自湘莲之乡的莲农，凭着一
辈子的种莲经验起早摸黑。 一颗颗翠绿甘甜的
莲子背后， 是种莲人对美好生活的努力与追
求。

体， 要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 所以热得有
点虚脱。 ”
晨风里，荷花、荷叶摇曳生姿，宁静的荷塘
里，除了窸窸窣窣的淌水声、采莲声，便只有采
莲人轻轻的话语声。
据姜章清估算，最近几天每天采摘的莲蓬
在六七百斤左右，家中女性负责装货、送货、零
售和后勤，男子全部下地，24小时全天候采摘，
“可还是人手不够，这几天雇了几个帮工，天太
热，帮工喊着要涨工钱。 ”

不见采莲人，但闻花中语

人赞荷花美， 我盼丰收年

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王为薇

苏家圫水源丰富，地势低洼，当地有种荷
花的传统，而目前这里的种莲人大多来自于湘
莲之乡——
—湘潭县花石镇。
凌晨5∶50，天微亮。 52岁的姜章清拖着一
身泥水从荷塘上岸，取下头灯，摘下背篓，将重
达30多斤的莲蓬倒在空地上。“最近要货的客
户多，有的凌晨两三点就来拿货，所以我们一
般都是凌晨就起来摘莲子了。 ”
自去年起， 姜章清一家6口举家来到苏家
圫，租下百余亩地，打算凭着20多年的种莲经
验大干一番， 租地合同一签就是3年。 荷塘旁
边，是一家6口租住的砖房，面积仅20平方米左
右，年租金5000元。 房内用2块木板隔成3间小
屋。 整个屋内，除了半米宽的过道，只摆得下3
张木床。
一位年轻伢子黑汗水流地从荷塘里钻了
出来，虽然荷塘的水只有及膝深，但他已全身
透湿。“下去就有一种上不来的感觉，太热了。”
伢子今年29岁，名叫蔡启义，是姜章清请来帮
工的伙计，毕业后进工厂做过模具，因为“不想
被老板管”，转型成了“自己管自己”的种莲人。
姜章清说，很多年轻人都不愿意干这种辛
苦活了， 但蔡启义干得有滋有味。“为了生活
啊。 ”小蔡嘿嘿一笑作答，一旁的小蔡爱人小李
对他竖起大拇指：“劳动最光荣。 ”
休息一根烟工夫，姜章清和蔡启义又背起
篓子进塘了。 姜章清说，每趟下塘一般是40至
50分钟，每趟采摘的莲蓬约30斤，“不怕蚂蟥、
不怕血吸虫， 就怕荷花、 莲蓬的秆子割伤身

种莲是一门苦活、 累活， 赚的都是血汗
钱。
除了每日的辛劳， 从整年的劳作来看，
种莲也绝不轻松。 过了正月， 姜章清一家就
从花石镇来到了长沙苏家圫。 平整土地， 栽
植， 除草， 每一样工序都需要精心费力。
同时， 种莲又是一门靠天吃饭的活计。
姜章清说， 今年汛期的雨水太猛， 温度过低，
对莲蓬授粉影响很大。
“起初藕尖的产量就大幅下降， 而本来
端午节前后就能采摘的莲蓬， 足足晚了一个
月才成熟。 不仅如此， 摘下来的莲蓬好多都

是‘瞎子’， 有壳没肉。”
算起细账， 姜章清就有点头疼。 “每亩
地租金800元， 人工每天200元左右， 加上施
肥、 除草等田间管理和生活成本， 每亩荷塘
的成本在2000元左右， 今年每亩荷塘纯收益
还不晓得有没有2000元。”
据了解， 苏家圫的荷花种植面积已达
5000亩 ， 这 几 天 此 地 也 在 举 行 小 型 的 荷 花
节， 邀请市民前来赏花吃莲。 但是荷花节并
未给姜章清带来惊喜，“这里的配套还不成熟，
客人来了连吃个饭的地方都没有， 我们又没
有精力再去做饭给客人吃。”
生活需要改变， 也总是会越来越好， 姜
章清对这一点充满信心。 他告诉记者， 现在
各地的新型种莲人在利用旅游带动销售的同
时， 搞起了餐饮、 住宿一条龙经营。 此外，
他们利用国家土地流转政策， 不断地扩大生
产规模， 逐步实现机械化操作， 建设有机莲
生产基地， 有的还注册了自己的商标。
姜章清也想做一个新型种莲人， 但困难
不少。 “现在我这边人手、 资金、 经营知识
都缺。 忙完这一季， 想回老家做点莲子加工
的小生意， 明年再来长沙把最后一年的莲子
种完， 走一步看一步， 总会走出条路来。”

7 月 26 日
早晨， 长沙市
开福区捞刀河
镇苏家 荷花
种植基地，姜
章清（左）背着
一篓莲蓬高兴
地上岸。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清早6点钟， 郭敏就在厨房开始了一天
的忙碌生活。她先把女儿的牛奶热好，然后准
备给一家人下碗粉。 丈夫最喜欢吃她下的鱼
粉，她做的是正宗衡阳口味，不过丈夫很难回
家吃上一回。郭敏，就是这样一位普通人家的
妻子，不过又有着特殊称呼——
—
“
军嫂”。
郭敏的丈夫叫严子山， 是中国人民解
放军空军某部正团职军官， 也是一名飞行
员。 两人结婚13年了， 有一个十多岁的女
儿。 2001年3月第一次见面，严子山那份搏
击蓝天、 报效祖国的豪情壮志便在郭敏心
里留下深深的印象。 当时，有些亲朋好友不
赞同她继续交往严子山， 认为飞行员职业
特殊，面临风险，不是最完美的伴侣。 郭敏
义无反顾， 她说：“我爱他和他守卫的蓝
天。 ”结婚后，她默默经营着小家，支持丈夫
高飞远航。
郭敏在衡阳市强制隔离戒毒中心药房
工作，丈夫工作单位在耒阳，因为飞行员经
常需要外出执行任务， 她承担了更多照顾
家里老人、教育小孩的重担。 她像普通妻子
一样洗衣做饭，也要学会换电灯泡，操持房
子装修。
去年是她最操心的一年，女儿小升初学

习压力大，家里老人身体生病。 7月，住在湖
北武汉的公公突然全身疼痛， 送医院检查，
确诊为心血管主动脉夹层破裂，随时有生命
危险，需要尽快手术。 当时，丈夫正在执行纪
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针对性训练，为了不
影响丈夫训练， 面对20余万元的手术费，郭
敏取出家里所有的积蓄，还向亲朋好友借了
数万元，才凑齐所需钱款，赶赴武汉，照顾公
公进行手术。
去年9月初，母亲体检时查出患有乳腺
癌。 这时正是丈夫训练关键时期，她隐瞒消
息，独自陪着母亲进行了8次化疗。 她就是
这样尽可能让丈夫安心工作。
夫妻增进感情的方式在于多交流和沟
通，郭敏休息的时候常常看中央电视台七频
道的军事节目， 为的是找到更多的共同话
题，现在她也能和丈夫一起探讨一些军事问
题。 不过，郭敏更愿意聊聊丈夫不在家这段
时间里，家里发生的一些事。 如今，公公和母
亲的病都在慢慢恢复中， 她感到无比欣慰，
一家人健健康康、快快乐乐，自己再苦再累
也心甘情愿。
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表彰大会
上，严子山被空军评为“阅兵先进个人”，他
在领奖时深情地说：“我感谢我的妻子，军
功章有她一半。 ”

农行湖南分行与双峰县合作
整县推进普惠金融示范试点
湖 南 日 报 7 月 26 日 讯 （ 通 讯 员 朱 华
龚 仲 秋 记 者 柳 德 新 ） 7月22日， 农行湖

南分行在双峰县召开普惠金融示范试点工
作启动大会， 并与双峰县政府签署政银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 在双峰县整县推进普惠
金融示范试点。
根据试点实施方案， 农行湖南分行将
支持农行娄底分行、 农行双峰县支行， 以
提高金融服务覆盖率、 可得性、 满意度为
目标， 从渠道建设、 信贷投放 、 金 融 扶
贫、 服务创新等方面在双峰县全面铺开试
点， 探索普惠金融示范县模式， 为全省普

惠金融发展积累经验。 具体内容包括： 从
今年起3年内， 每年向双峰县提供不少于3
亿元的意向性信用额度； 今年7月31日前，
实现4个贫困村金穗“惠农通” 助农取款
示范服务点电子机具100%有效， 贫困户
足不出村享受金融服务； 今年底， 实 现
“惠农通” 助农取款服务点在行政村的全
覆盖； 今明两年， 分期投入不低于2亿元
的信贷资金， 重点支持双峰县的农业产业
化发展等项目； 加大对专业大户等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的贷款支持， 并以农户小额贷
款为抓手， 打造惠农绿色通道。

隆回3家大气违法企业被罚款8.5万元
湖 南 日 报 7 月 26 日 讯 （ 通 讯 员 苏 平
郭 伟 军 记 者 曹 娴 ） 7月25日， 隆回县环

保局对该县银山、 隆河碎石厂和荣祥环保
砖厂等3家违反新修订 《大气污染防治法》
的企业实施行政处罚， 处罚金额达8.5万
元。
近日， 该县环境监察大队在对石门乡、
三阁司镇进行突击检查中发现， 银山碎石
厂、 隆河碎石厂2家企业， 未采取有效措施

防治扬尘污染， 对周边环境造成影响； 荣
祥环保砖厂存在不正常运行污染防治设施
的违法行为。 针对3家企业的环境违法行
为， 隆回县环境监察大队执法人员当场责
令企业负责人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完善，
同时严格依照程序对违法行为进行了调查
取证， 确保证据合法有效。
隆回县环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
3家违法企业已按照规定进行了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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