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马克思的伟大人格和历史功绩永垂史册，
马克思的崇高精神和光辉思想震古烁今。

“马克思主义极大推进了人类文明进
程，至今依然是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思想
体系和话语体系，马克思至今依然被公认
为‘千年第一思想家 ’。”在纪念马克思诞
辰200周年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缅
怀马克思伟大光辉的一生，深刻阐释马克
思主义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及其对人类
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总结我们党带领人
民创造性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壮阔
历程和丰硕成果，提出了新时代继续推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视野宏大，思想深
刻，内容丰富，是一篇光辉的马克思主义
纲领性文献，鼓舞着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
人学精悟透用好马克思主义看家本领、更

好担负民族复兴历史使命。
200年前，当马克思出生在德国特里尔城

的时候，谁也不会想到，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思
想将如壮丽的日出， 照亮人类探索历史规律
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 作为全世界无产阶
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导师、 马克思主义的主
要创始人、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缔造者和国际
共产主义的开创者、 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思想
家，马克思的一生，是胸怀崇高理想、为人类解
放不懈奋斗的一生，是不畏艰难险阻、为追求
真理而勇攀思想高峰的一生， 是为推翻旧世
界、建立新世界而不息战斗的一生。马克思的
思想理论， 源于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又超越
了那个时代， 既是那个时代精神的精华又是
整个人类精神的精华。

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给我们留下的最有
价值、最具影响力的精神财富，它创造性地揭示
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第一次创立了人民实现

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 为人民认识世界、
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马克思主
义的诞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伟大事
件，没有一种思想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
对人类产生了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习
近平总书记从科学的理论、 人民的理论、
实践的理论、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等四
个方面， 深刻总结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属
性、理论品质、实践意义和时代价值，为我
们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在人类社会思想
史上、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宝贵贡献和
重大影响提供了根本遵循。

两个世纪过去了，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而
深刻的变化， 但马克思的名字依然在世界各地
受到人们的尊敬， 马克思的学说依然闪烁着耀
眼的真理光芒。究其原因，正在于马克思主义理
论不是教条， 而是行动指南， 始终站在时代前
沿，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发展。一部马克思主义发

展史就是马克思、 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们
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认识发展而发展的历史，
是不断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
丰富自己的历史。

历史和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
早已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人民的命
运、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 。今天
我们纪念马克思，就要学习马克思，学习
和实践马克思主义，不断从中汲取科学智
慧和理论力量，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更有定力 、更有自
信、更有智慧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
执着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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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懈
奋斗。

（据新华社北京5月5日电 载5月6日
《人民日报》）

马克思的学说依然闪烁着耀眼的真理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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躬耕三湘，绽放最美时代芳华
———湖南首批定向选调生群像素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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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份工作可以惠及7万人的生
活福祉， 可以绽放七千年前的文明光
芒时， 那是一种多么完美的理想主义
与现实路径的融合。”

当母校武汉大学的樱花又一次刷
爆万兵的朋友圈时，他正忙着“穿越”
回澧县城头山的七千年水稻田中。近
10年的土木工程专业学习和实践，让
万兵在领到城头山申报全国特色小镇
的任务时， 感觉“找到了最合适的位
置”。他和同事走遍了所有的村，采集
了几百项基础数据， 分门别类进行汇
总分析； 又收集了几百个特色小镇资
料，探究其建设轨迹。半年多来，他们
跑遍了国家、省、市、县的有关单位，终
于得到了好消息： 国家发改委小城镇
中心将为城头山镇提供规划方案，助
力其申报第四批全国特色小镇。

清华大学医学硕士何亚丽同样觉

得，到邵东县廉桥镇锻炼，是一次理想
主义与现实路径的完美融合。

第一次踏上“南国药都”廉桥的街
巷，浓郁的药香让学习了7年医药知识
的何亚丽立刻有了亲切感。 当她了解
到廉桥镇是全国唯一的中药特色小镇
和全省产镇融合示范镇后， 她决定要
运用自己所掌握的医药知识“为廉桥
做点事”。 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何亚丽大胆向镇里提出打造“中药小
镇、旅游名镇、宜居新镇、特色小镇”的
建议： 立足中医药产业优势和中医药
文化特色，开发中医药生产工业游、中
医药民俗文化游、 中医药休闲养生游
等具有鲜明中医药特色的旅游产品。
她的建议很快得到了县委、 县政府的
支持和采纳，目前，廉桥中药特色小镇
建设正在如期推进。

湖南日报记者 孙敏坚

毕业于名牌高校、 奉献在山野田
埂， 卷起裤腿可抛秧， 换上西装能演
讲，他们是田野里蓬勃生长的新力量。

2017年， 湖南首次定向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

学等14所全国重点大学选拔了279名
选调生，到基层第一线锻炼2至3年。

将个人理想融入到祖国发展命运
中去， 把鸿鹄之志化作躬耕三湘的实
际行动，一年来，这群80后、90后用青
春和热血， 绽放着属于自己的时代芳
华。

理想主义与现实路径的完美融合 279名定向选调生中， 来自外省的占30%。他
们选择了湖南，从此在湖南就多了一份牵挂。

一对北京大学的硕士研究生情侣， 双双放弃
华为的高薪合约，背井离乡来到湖南，把两人的青
春和爱情，都留在了一座叫做安化的小城。

女孩是广西妹子梁欣。4月的一次走村入户，
她发现东坪镇青山园村贫困户谌为珍的两个孙儿
辍学在家。除了经济压力外，两个孩子因学习成绩
不好不想上学。 梁欣和他们说起了自己的故事：
“我从小家庭条件也不好，但我通过努力读书考上
了北大，现在有能力让家人过得好一点。你们是否
想跟我一样用读书改变命运？” 在梁欣的鼓励下，
两个孩子重新背起书包返回校园。

当梁欣成为东坪镇辍学孩子的“学霸” 姐姐
时，男朋友、湖北伢子刘满在40公里外的冷市镇
冷家嘴社区当起了贫困户的孙儿。今年3月，刘满
在走访时得知，社区有一对老夫妻晚年丧子，孙子
孙女都在外打工。于是，刘昭礼老两口成了刘满放
心不下的牵挂。天气变化有没有生病？下地劳作会
不会受伤？刘满隔三岔五都要打电话或上门看看。
得知老人的孙子在北京想找份计算机相关工作，
刘满马上联系了北京的同学帮忙推荐简历、 解决
工作。 刘昭礼老人心里的石头落了地：“小刘就像
亲人一样！”

复旦大学硕士研究生、 河南娃赵鹏凯也没想
到，到冷水江市禾青镇锻炼，会多出一位“父亲”。

2月22日， 他在Z162次进京的火车上遇见了
“熟人”：冷水江市禾青镇村民段某。赵鹏凯知道段
某，因为早年儿子意外去世而无法接受，段某长期
赴京上访。见到赵鹏凯，老段赖在地上，扬言要自
残。

赵鹏凯耐心地蹲下：“我知道这些年您心里不
好受，但日子要往前看。我一个外地人，在娄底也
没亲人。要是您愿意，就把我当成您的儿子，难过
时找我聊聊天，也许会舒服一点。”老段听完一怔，
随后起身跟着赵鹏凯下车回娄底。路上，老段大小
便失禁，赵鹏凯如儿子般悉心照料，感动得老段热
泪盈眶。

改变乡村，也改变着自己

多出来的牵挂，他们是“儿子”“姐姐”和“孙辈”

� � � �从白衣飘飘的“象牙塔”到基层锻造的
“大熔炉”，从“天子骄子”到“泥腿干部”……
一个个怀揣理想的年轻人，在乡村振兴的大
舞台上演绎着全新的角色： 政策宣传员、农
技推广员、 法律协调员……他们在改变乡
村，也改变着自己。

“一个刚毕业的学生娃娃能有什么
本事，能给大伙做什么事？”吉林大学硕
士研究生李宇刚到汝城县大坪镇南村
时，听到最多的就是质疑声 。为了改变
乡亲们对他的看法 ,李宇带着旧草帽、穿
着旧雨鞋 ，深入田间地头、走村入户 ,与
村民们话家常 ；铺路、引水、修水渠 ，他
都扛着锄头第一批到场。渐渐地 ,村民开
始愿意和这个来自异乡的小伙子聊聊
知心话。“用真心才能换真心，这是乡亲
们教会我的。”李宇说。

“在学校时经常参加暑期社会调研，我
以为自己很懂农村，很懂乡亲。”刚到桂东县
沤江镇，同济大学硕士研究生王清洁对未来
信心满满。然而，纷繁芜杂的基层现实让他
感觉自己“很天真”。一次，他上门做工作，请

贫困户加入新成立的油茶合作社。王清洁本
以为会很顺利，但贫困户却顾虑重重。“后来
我才知道， 他见过种油茶不成功的案例，所
以既不敢相信我这愣头小子，也不敢相信合
作社。”王清洁说，他和同事找来了资料和种
植大户，用证据和事实说服了贫困户。王清
洁也在基层课堂补了一课：“无论是说话还
是做事，都要真正站在群众的立场，把问题
想得周全些。”

经历过风雨，接足了“地气”，他们更加
自信、自强。

下村超过100天， 足迹遍布22个村、社
区和8成以上的自然寨， 认识全镇所有的驻
村扶贫工作队长……到岗9个月， 复旦大学
博士研究生申宸用脚步丈量着凤凰县廖家
桥镇的山山水水。基层党建工作、贫困户建
档立卡、 危房改造……申宸遇到过种种误
解、指责甚至谩骂，他说：“说不委屈是骗自
己的， 但只要看到乡亲们最后满意的笑脸，
就觉得自己的付出是值得的。”

他们这份散发着泥土芬芳的青春梦想
和实践，也必将成为人生最美的收获。

场外任意球

� � � � 湖南日报 5月 5日讯 （记者 周
倜 ）2018世乒赛女团决赛今 晚 打
响 ，苦战过后 ，中国女乒最终 3比 1
战胜日本队，历史上第21次捧起考
比伦杯。

这是中日女乒近7年内在世界大
赛的团体决赛中第7次交锋， 前6次交
锋中国队取得六连胜。

中国队和日本队此前都被看做本
届赛事夺冠热门。 从伦敦奥运周期开
始， 日本女乒成为了中国队的最强对
手，特别是去年平野美宇的异军突起，
与石川佳纯、 伊藤美诚组成“三大主
力”，让球队有了更强劲的实力。本届
世乒赛已打完的7场比赛中，中国队在
与新加坡的小组赛和与中国香港的半
决赛中分别丢掉一盘， 而日本队则交
出所有比赛全部3比0的成绩单， 尤其
是在半决赛中3比0完胜临时组合的朝
韩联队，来势汹汹。

本场比赛， 确保万无一失的中国
队尽遣主力，派出刘诗雯、丁宁、朱雨
玲，日本则派出“老阵容”平野美宇、伊
藤美诚、石川佳纯。

比赛开局并不顺利， 首个出场的
刘诗雯打得稍显保守，苦战过后仍以2
比3负于伊藤美诚，但随后出场的丁宁
未受影响， 在半决赛对阵中国香港队
时受伤的她以3比0战胜平野美宇。第
三个出场的朱雨玲3比0战胜石川佳
纯， 此时连下两城的中国队占据场上

优势。
再次出场的刘诗雯第四盘对阵平

野美宇。 回到赛场的她状态明显已调
整过来，凭借丰富的大赛经验，这一次
刘诗雯没有再让对方得手， 还给对手

一个3比0， 帮助中国队第21次捧起考
比伦杯。

男团方面，中国男队在半决赛中3
比0战胜东道主瑞典队，率先杀进5月6
日的决赛。

2018世乒赛女团决赛战胜日本队

中国女乒
第21次捧起考比伦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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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第三次与日本队会师世乒赛女团决赛，中国
姑娘再次捧起了沉甸甸的考比伦杯。

队内核心丁宁、刘诗雯，中坚力量朱雨玲、陈
梦， 初出茅庐的小将王曼昱， 5名选手的搭配可
谓“老中青结合”；新的教练班子、年轻的参赛选
手、新的阵容，本届世乒赛算是中国女乒一个全
新的启航。拿下冠军，其分量不言而喻。而本次瑞
典之旅，新配方调出的新味道同样值得回味。

世乒赛之前，主教练李隼便承诺所有队员都有
上场机会，他没有食言。这里不得不提到19岁小将王
曼昱，小组赛迎战新加坡，首个出战的她输给了年长
自己13岁的冯天薇， 让中国队吃到了此次世乒赛首
盘失利。淘汰赛迎战奥地利，再次上场的王曼昱打出
了3比0，小将没有输掉信任，反而获得机会，可见教练
团队锻炼新人的良苦用心。 而这名本是国家队储备
人才的小将，在此次世乒赛上出赛4场，交了成长路
上的学费， 也让中国女乒发掘了一个可在日后重点
培养的接班人选。

反观日本队， 仍是中国女乒眼下最强大的对
手之一，近年来上升很快，但其在人员安排上相对
“保守”。 但凡关键比赛队伍依靠的仍然是石川佳
纯、平野美宇和伊藤美诚“三大主力”，几乎每次都
是伊藤美诚首个出场，其他二人轮换顺序，本场决
赛也不例外，如此“规律”的布局有失新意。

相较之下， 即便要确保万无一失的中国队
在决赛中同样求稳，派出丁宁、刘诗雯、朱雨玲，
但在她们身后，队内“能打”之人不在少数，可轮
换的空间更大， 这也为中国女乒日后不断推出
“新配方”，做出新布局奠定了较坚实的基础。

冠军有“新意”
周倜

� � � �图为中国队队员和教练李隼 （左三） 在颁奖仪式上捧起冠军奖杯———考比
伦杯。 新华社发

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是中国取得成功的关键

� � � � 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高度评价马克思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的划时代意义，深刻总
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程和经验启示。海外媒体及
专家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指引了中国的发展，而中国共
产党在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制定出了正确的路线
方针政策，是中国取得成功的关键。

拉美社报道说，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
上发表讲话指出：“马克思主义不仅深刻改变了世界，也深刻
改变了中国。”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
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取得了历史性成功。

瑞士《观察报》网站报道说，中国隆重纪念马克思诞
辰200周年。 习近平在讲话中说：“两个世纪过去了，人
类社会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但马克思的名字依
然在世界各地受到人们的尊敬， 马克思的学说依然闪
烁着耀眼的真理光芒！”

马尔代夫中国贸易和文化协会副主席米渡·萨乌
德对记者说，正如习近平在讲话中所说，马克思是近代
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 而中国的发展证实了马克思的
设想， 中国通过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可行性。“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是向马克思致敬，更是中国如今
结合自身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的诠释。

泰国国家发展行政学院国际问题专家李仁良认
为， 习近平的讲话是对中国发展现状的总结和未来的
展望。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英明地选择了马克思主
义这一科学理论， 并根据中国国情将其付诸具体应用
与实践。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指引了中国的发展，中国
的发展又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

德国左翼政治组织席勒学会的资深学者斯蒂芬·奥
森科普认为，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到要始终把人民立场作
为根本立场，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根本使命，这一点令
人印象深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
义，让中国数亿人口摆脱贫困，经济发展成绩斐然。

瑞士比较法研究所教授胜雅律认为， 中国共产党
正团结带领人民努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
中国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能够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
实践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科
学的世界观，又是科学的方法论。中国成功的关键在于
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 而是把它灵活地与中国
的国情相结合，制定出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
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 坚持和平发展道
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互利共赢的开
放战略，同各国人民一道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
世界建设得更加美好。

柬埔寨王家研究院院长索杜表示， 中国在地区和
世界范围内维护和平与稳定、 推进经济发展方面扮演
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中国快速发展有利于周边地区乃
至世界发展。 （据新华社北京5月5日电）

———国际社会积极评价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