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5月6日讯 (记者 刘永涛 通讯
员 曾荣) 五四青年节当天，由花垣县唐果村
村委会联合中创投集团主办的湘西首届“精
准扶贫+青年创新创业合作社汇报交流会”
举行，凝聚青年力量，呼吁民族地区青年运用
新文化新科技，积极投身创新发展浪潮，推动
湘西首家“青年创新创业合作社”为当地乡村
振兴提供解决方案。

唐果村党支部副书记隆宪法介绍， 该村
由花垣猫儿乡塘家村和果儿村合并而成，全
村有13个村民小组共332户，总人口1526人，
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106户共433人，人均耕

地面积少、水利设施差、产业基础弱，属于花垣
典型的贫困村。该村将借助新成立的“精准扶贫
青年合作社”，让创业培训、技术支持、资金帮
扶、资源对接等进入乡村。

从唐果村走出去的80后创业代表、中创投
集团董事长隆乾表示， 将通过公司智能科技产
品及技术， 帮助花垣县一批村委会建设智能会
议室；帮助一批乡村打造“共享影院”；帮助一批
乡村成立“精准扶贫青年合作社”，持续反哺家
乡，助力精准扶贫。此外，还将通过中创投公司
平台帮助更多的年轻人走出大山， 有机会参与
创业，实现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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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这一理论犹如壮丽的日出，照亮了
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
路”“马克思主义不仅深刻改变了世界，
也深刻改变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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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广大青年，
尤其是青年师生中引发热烈反响。 大家
表示， 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 新时代继续高扬马克思主
义伟大旗帜， 让人类社会美好前景不断
在中国大地上生动展现出来。

马克思主义永葆其美妙之青春
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0多名

师生齐聚学院报告厅， 聚精会神收看了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硕士研究生
常劼认真记了笔记， 会后和同学们交流

起学习心得。
“马克思的思想理论源于那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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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
是过去还是现在， 马克思主义都有着重
要意义，它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解
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常劼说，马
克思主义之所以能永葆青春， 是因为它
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性的，不是教条式
的，而是随着实践不断丰富发展的。

不断推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跨越国度、跨

越时代的影响力，就是因为它植根人民之
中，指明了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的人间
正道。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
生杜玥去年曾和同学们一起到陕西梁家

河参观、调研，倾听乡亲们真实心声。“我们
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让改革成果惠及群
众，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植根人民的特征。”

真理之光，照亮未来。
河北廊坊职业技术学院空中乘务专业

的同学们在思政课上热烈讨论着习近平总
书记的重要讲话。 学生范华说：“作为学生
党员， 我们要接好时代的接力棒， 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在信仰上更加坚定、在行动
上更加自觉， 做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和捍
卫者，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化！”

引领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巨轮破浪前行
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 一刻不能

没有理论思维。 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我们党
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

规律、 追求真理、 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
器。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广大青年
学子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
化自信提供了思想引领和学理支撑。

“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
主义关于坚守人民立场的思想， 坚持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兰州大学新
闻与传播学院研三学生李姝婷说，“毕业后
我要留在西部、扎根基层，为国家建设、为
人民利益不懈奋斗。”

新疆师范大学维吾尔族学生古路甫哈
阿力·阿不都瓦力希望自己毕业后留在高
校从事辅导员工作。“我想以深入浅出和创
新的方式， 让少数民族学生掌握马克思主
义的精髓，坚定信念，志存高远，为国家发
展作出贡献。”他说。

（据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

� � � �在安徽省安庆市少年
宫内， 矗立着一座陈延年
的雕像：他身穿西装、左手
插兜， 胸前的领带高高飘
起， 生动再现了烈士当年
雄姿英发、 壮怀激烈的革
命形象。

陈延年， 又名遐延，
安徽怀宁人， 陈独秀长
子，生于1898年。1915年，
考入上海法语学校专攻
法文，1917年考入震旦大
学攻读法科。1919年12月
下旬， 赴法国勤工俭学。
1921年，摒弃原先信仰的
无政府主义， 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1922年6月， 与赵世
炎、 周恩来一起创建旅欧共产主义组织———中国少年共
产党，并担任宣传部长。同年秋，加入法国共产党。不久转
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4年10月，陈延年回国后被党中央派赴广州，先后
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驻粤特派员、中共广东区委秘书兼
组织部长。不久，接替周恩来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他极为
重视加强党的建设，健全区委领导机构，着力于党员的培
训和教育，加强党的团结。到1927年3月，广东党组织已拥
有9000多名党员，是当时全国党员人数最多、组织机构最
健全，具有高度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地方党组织之一。

1924年11月，陈延年协助周恩来建立海陆军大元帅
府铁甲车队。1925年11月，在铁甲车队的基础上，周恩来、
陈延年等商定， 从黄埔军校毕业生中再抽调一批共产党
员和共青团员作为骨干，建立了著名的叶挺独立团。

1925年6月，陈延年、苏兆征、邓中夏等领导了震惊中
外的省港大罢工。

1927年4月，陈延年赴武汉参加党的五大时，中央任
命他接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他当即转赴上海，途中上海
发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6月26日， 陈延年遭国民党军警
逮捕。敌人为了得到上海中共党组织的秘密，对陈延年用
尽酷刑， 将他折磨得体无完肤， 逼迫他供出上海党的组
织。但陈延年以钢铁般的意志，严守党的机密，宁死不屈。

1927年7月4日晚， 陈延年被国民党反动军警押赴刑
场。刽子手喝令他跪下，他却高声回应：革命者光明磊落、
视死如归，只有站着死，决不跪下！几个执刑士兵用暴力
将其按下，松手挥刀时，不意陈延年又一跃而起，这一刀
未砍着颈项，刽子手也差点吓得摔倒。最后，他竟被凶手
们按在地上以乱刀残忍地杀害。

“我们的党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上生出
来的，更不是从海外飞来的，而是在长期不断地革命斗争
中，从困苦艰难的革命斗争中生长出来的，强大出来的。”
陈延年1926年说的这句话， 现在被印在了上海龙华烈士
陵园纪念书签上。 （据新华社合肥5月6日电）

� � � � “马克思主义不仅深刻改变了世界，也
深刻改变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指引中国成
功走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
康庄大道”，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
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中国革命、建设、改
革的历史出发， 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产生的伟大
飞跃， 深刻阐述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立党
立国根本指导思想的长远指导意义。 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就要自觉成
为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信奉者、坚定实践者，
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执着努力。

鸦片战争以后， 西方列强凭着坚船
利炮野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 在几千年
历史进程中创造了灿烂文明的中华民族
陷入内忧外患的悲惨境地。 争取民族独
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

成为中国人民的历史任务。 旧式的农民
战争走到尽头， 不触动封建根基的自强
运动和改良主义屡屡碰壁， 其他种种方
案纷纷破产……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给苦苦
探寻救亡图存出路的中国人民指明了前
进方向、提供了全新选择。在这个历史大
潮中，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一个勇
担民族复兴历史大任、 一个必将带领中
国人民创造人间奇迹的马克思主义政
党———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 这一开天
辟地的大事变， 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
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 深刻改变了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
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在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华民族实现从
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证明只有
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改革开放以来，中
华民族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

跃，证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
国；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人民
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全方位、开创性历史
成就，发生深层次、根本性历史变革，中华民
族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证
明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站起来、富起来
到强起来， 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引下，科
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
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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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科学性和真理
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检验，它的人民性和实
践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贯彻，它的开放性和
时代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彰显。马克思主义
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
器，使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了人类

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 实践证明，历
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完全正确的，中
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
是完全正确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
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时代化是完全正确的。

马克思生活的时代， 正是中国近代史
的开端。 马克思向世界揭露西方列强侵略
中国的真相， 为中国人民伸张正义。 马克
思、 恩格斯高度肯定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
进步的贡献，科学预见了“中国社会主义”
的出现。今天，可以告慰马克思的是，马克
思主义指引中国成功走上了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康庄大道， 而新时代中
国的繁荣发展，将让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
人类社会美好前景不断在中国大地上生动
展现出来。

（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 载5月7日《人
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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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延年：
视死如归的革命者

陈延年像 新华社发

用马克思主义
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青年师生中
引起热烈反响

马克思主义指引中国成功走上康庄大道
———二论习近平总书记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讲话

湖南日报记者 龚柏威 通讯员 刘鹏 卢静

“这几天要把水草投放下去， 气温会上
升，是大闸蟹生长好时期。”近日，桃江县石牛
江镇牛剑桥村村民龚放球蹲在自家大闸蟹养
殖基地，向围在他身边的村民传授经验。

龚放球夫妻俩都是残疾人， 过去家里
贫困。从去年开始，他们在村里大闸蟹养殖
基地务工， 当年劳务收入就有5万多元，成
功脱贫。今年初，龚放球在基地帮助下，自
己养殖了20亩大闸蟹，基地无偿为他提供
蟹苗，并承诺负责销售。除了龚放球，村里
还有8户贫困户也养起了蟹。

“农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支部强不

强，关键看‘头羊’。”龚放球说，这都多亏了
村支书刘光耀。

刘光耀原在广东经商，事业有成。原牛
剑桥村和花田冲村合并后， 他回村当选合
并后的牛剑桥村村支书。“农村到底该怎么
发展?”刘光耀说，一定要发挥当地优势。牛
剑桥村位于桃花江水库下游， 獭溪河沿村
而过，专家几次考察后认为，村里适宜养殖
大闸蟹。可这一想法刚提出，就遭到村民反
对。 大家祖辈以种地为生， 要将良田改水
池，许多人心里难以接受。

“改变村民思想要讲方法。”像当年在广
州打拼时，一家家上门推销产品一样，刘光耀
带着村支两委成员挨家挨户做工作， 并召开

党员会、村民代表会、群众会，多次商讨。退休老
支书彭放军率先动员家属流转土地。 在他带动
下， 他所在的九家园组140多亩地全部流转了。
2016年11月， 桃江天乐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落户牛剑桥村，创建养蟹基地，安排80多名贫困
村民到基地务工。去年，发放工资800多万元。公
司还引进俄罗斯亲本公蟹与中国亲本母蟹杂
交，成功培育出“桃花江1号”大闸蟹苗种，填补了
我省大闸蟹种苗培育空白。

今年，村支两委决定扩大养蟹，新流转土
地1000多亩建养殖基地，还与湖南农业大学
联建蟹苗培育“产、学、研”试验基地。除安排
贫困劳力务工外， 将逐步帮助贫困户自己养
蟹，让他们尽快脱贫致富。

湖南日报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肖斌辉 李进锋

“自己投入少，全程有指导，一个菇袋
一年可收6次香菇，一个菇棚一年能赚6、7
万元。”4月下旬，新邵县寸石镇南岳村建档
立卡贫困户石爱民开心地告诉记者， 趁天
气晴好，他和妻子在大棚里抢种香菇。

石爱民种香菇， 采取的是新邵县推出
的特色产业扶贫“借袋还菇”模式。去年来，
新邵县以“三免一借”形式，促成贫困户与

相关企业建立利益联结机制， 即企业免费
提供大棚、免费发放菌种、免费全程培训并
借出食用菌袋，由贫困户种植，再以保底价
回购， 让小小蘑菇成为贫困户在家门口脱
贫致富的“法宝”。

寸石镇引进邵阳云新高科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 专业从事食用菌工厂化生产及加
工，主要产品有金针菇、香菇、茶树菇等。公
司每季借出8000余个食用菌袋，并对贫困
户生产的食用菌以每公斤6元的保底价回
收，按一个棚子占地0.5亩、年产1万公斤食

用菌计算，年收入可达6万元以上。
有了“三免一借”加产品回收，村民们

纷纷与企业签订协议。 目前， 寸石镇已有
2000余贫困户与企业签订了委托帮扶协
议，并有36户贫困户长期在大棚里务工。为
扩大扶贫覆盖面， 企业还计划投资1000多
万元，在寸石镇、大新镇新建两处200亩菌
类种植基地。

新邵县农业局工作人员介绍，“借袋还
菇”模式将贫困户生产风险降到最低，既保证
其稳定增收，又能在家门口就业，很受欢迎。

香菇成脱贫法宝

养蟹走上致富路

湖南日报5月6日讯（记者 颜石敦 通
讯员 林航竹 ）近日，汝城县举行“聚汝扶
贫，为椒而来”扶贫见面会，来自山东、云南
等地的400多名辣椒经销商参加会议，与
贫困户代表共商辣椒产业扶贫大计。

汝城县地处湘粤赣交界处， 是国家扶
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
沛、无霜期长，辣椒是当地传统农产品，深

受市场欢迎。近年来，该县加大辣椒基地建
设，先后引进鑫利食品、繁华食品等辣椒加
工企业，延伸产业链，打造“湘汝”“汝之辣”
等品牌。其中，鑫利食品有限公司投资引进
了一条智能化干辣椒微波烘干生产线，实
现了朝天椒原生态、无公害烘干。

为推动辣椒产业与脱贫攻坚深度融
合，汝城县采取“企业+合作社+基地+贫困

户”模式，由政府提供扶持资金及购买农业保
险，企业提供种子供应、技术指导、产品收购
等服务。卢阳镇东溪村村民陈平华告诉记者，
他家去年种植朝天椒7亩，纯收入达4万多元，
成功摘掉了贫困帽。

据介绍，今年，汝城县共种植艳红辣椒、
朝天椒7万余亩， 预计可实现销售收入近4亿
元，直接带动8400多户贫困户增收。

辣椒种出大产业
汝城今年种植7万余亩，预计创收近4亿元

精准扶贫在三湘

凝聚青年力量 助力精准扶贫
湘西首届“精准扶贫+青年创新创业合作社汇报交流会”举行

5月5日，吉首市矮寨镇大兴社区夯腊村，苗家农民在收油菜籽。当天是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
立夏，苗家农民抢抓农时，开展农业生产，田间地头呈现一派繁忙景象。 姚方 摄

立夏时节农事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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