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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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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完全可以说，马克思是
顶天立地的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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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并没有定于一尊、一成
不变的套路，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

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
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必
将永葆其美妙之青春，不断探索时代
发展提出的新课题、回应人类社会面
临的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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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5月5日电）

马克思的学说依然闪烁着耀眼的真理光芒
—— 一论习近平总书记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讲话

5月3日，德国特里尔市立西麦翁博物馆马克思主题展入口。 新华社发

历史长河奔流不息，真理之光穿
越时空。

1818年5月5日，德国小城特里
尔，一代伟人马克思诞生。

200年后，世界东方。高擎马克
思主义的精神火炬，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
共产党正领导亿万人民书写人类发展
史上新的奇迹。

2018年5月4日，纪念马克思诞
辰20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
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世人庄严宣
示：“前进道路上，我们要继续高扬马
克思主义伟大旗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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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大潮，风起云涌，
唯有真理与人格的力量超
越时空，始终闪耀在人类历
史的天空

首批10卷，共计600万字！
2015年启动的《马藏》编纂工程，

计划在2018年交出首份“成绩单”。
“搜集汇纂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相关的各类文献，这项工程预计需要
20年才能完成。”在北京大学教授、
《马藏》编纂与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良看
来，其规模宏大、卷帙浩繁，充分展示
了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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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座思想的丰碑。
在人类思想史上，就科学性、真理

性、影响力、传播面而言，没有一种思
想理论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也
没有一种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
世界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

时间回溯到19世纪40年代。
批判地继承德国古典哲学、英国

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
汲取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
进化论等最新科学成果……马克思主
义不仅是千百年来人类优秀思想文化
智慧结晶，更是时代发展到一定阶段
的必然产物。

无论是敌视者的攻讦诽谤，还是
误解者的歪曲责难，都阻挡不了马克
思主义的巨大真理威力。在不断发展
的时代潮流面前，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始终焕发
强大生命力。

在西方，英国广播公司第四频道调
查3万听众，征询“古今最伟大哲学家”，
马克思位居第一。同年，马克思在德国
被评为“德国最伟大人物”。

青年时期树立崇高理想、30岁与
恩格斯合作写下《共产党宣言》、历经
40年写作《资本论》，马克思为着真理
孜孜以求，“除了崇拜真理，他不知道
还要崇拜别的”。

对自己热爱的工作和事业，马克
思曾这样表达内心：我已经把我的全
部财产献给了革命斗争，我对此一点
不感到懊悔。相反地，要是我重新开
始生命的历程，我仍然会这样做……

没有一位思想家能像马克思那
样，以博大情怀，时刻关注和思考人
类的命运；以深刻洞察，从人类生活
的基本事实即物质资料的生产入手，
揭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以凌云之
志，投身于人类的解放事业，在革命
斗争实践中检验自己的理论、探索人
类解放的道路。

连日来，马克思的故乡举办一

系列主题展、音乐会、读书会、研讨
会……纪念伟人诞辰200周年。主
题展中，《共产党宣言》是不可或缺
的展品。

“在策展过程中，我们从全世界搜
集了约250个版本的《共产党宣言》，
包括只有掌心大小的袖珍版。”在马克
思主题展览公司负责人、德国历史学
者赖纳·奥茨看来，250个不同版本的
广为流传，直接反映了马克思的理论
和学说在全世界的影响力。

一部《共产党宣言》，首次全面阐
述了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它是马克
思、恩格斯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
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
领，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一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从
一种学说、一种理论到创造出一种制
度、一种道路。

一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已
经成为这样一种语言：亿万人用它来
表达他们对一个更公正、更美好的社
会的希望。

与时俱进，继往开来，
中国共产党不断推动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
际相结合，引领中华民族复
兴伟业

历史，总是在一次次巧合中更显
意味深长。

1918年，正值马克思诞辰100周
年，北大红楼落成。不久，这里即成为
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地方：陈
独秀、李大钊、毛泽东来到这里，马克
思学说研究会、共产主义小组在这里
成立。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马克
思主义的传播无异于一盏明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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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楼无言，见证百年风云——
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

播，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再到新中
国的成立；从革命到建设，再到改革
开放……一个曾经衰落的东方大国
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当代中
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
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
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
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
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

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如何更好运用马克思主义思考时
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解放思想、实事
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用不断创
新的理论指导实践，交出了一份人民
满意、世界赞叹的治国理政答卷。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
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
界：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共产党执政
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以“八个明确”“十四个坚持”，
深刻阐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国内生产

总值年均增长约9.5%；现行联合国标
准下的7亿多贫困人口成功脱贫，占
同期全球减贫人口总数70%以上。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
理。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
言》中提出的，无产阶级在建立政权后
应当“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社会主
义中国正以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
方，朝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坚定迈进。

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
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实现
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
益，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
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
作得失的根本标准……人民立场是中
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
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作为奋斗目标”。党的十九大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立足全方位保障和改善
民生，作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
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的重大判断。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科学理
论的指引下，伟大事业的“中国画卷”
精彩纷呈，前景光明。马克思提出的

“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等美好愿
景，正在中华大地一步步变为现实。

100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曾科
学预见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出现，甚
至为他们心中的新中国取了靓丽的名
字——“中华共和国”。

今天，我们可以告慰他们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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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忠诚
信奉者、坚定实践者，正在为坚持和发
展马克思主义而执着努力。

指引前路，光耀未来，
马克思主义必将开辟崭新
道路，伟大事业必将抵达胜
利彼岸

当历史的车轮驶入21世纪，马克
思主义对当今中国和世界，有什么样的
价值？我们又该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

2017年9月29日，北京中南海。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十八届中央政

治局第四十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当
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及其影响”。

他强调，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
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
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
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
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

历史没有终结，也绝不会终结。
面向未来，中国更加坚定地在马

克思主义的指引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向着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奋
勇前进——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更大力
度推进对外开放、建设现代化经济体
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乘
着新时代的浩荡东风，为着共产主义

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
想，一个古老而又现代的东方大国朝
气蓬勃、气象万千。

面向未来，中国以科学的态度对
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不断
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时代内涵——

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共命运，
关注和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
课题，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
的奥妙所在。

在意大利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弗
朗切斯科·马林焦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
且在实践中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2018年4月23日下午，中共中央
政治局就《共产党宣言》及其时代意义
举行第五次集体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从三个方面论述了
如何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时代
内涵：

——紧密联系亿万群众的创造性
实践，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
创精神，作出新概括、获得新认识、形
成新成果。

——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我国改
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的
重大现实问题、全局性战略问题、人民
群众关心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为解
决问题提供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

——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
化成果，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
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
律的认识，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续写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新篇章。

面向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深刻探索，让世界看到了马克思主义
真理引领下解决人类社会发展问题的
中国方案——

北京大学未名湖北岸，一座朱红
色建筑临湖而立。四合院风格的大门
口，金底黑字的“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
发展学院”格外醒目。

百年前，北京大学是中国传播和研
究马克思主义的发源地。如今，马克思
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中国
发展经验吸引了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
的关注，他们从世界各地求学北大南南
学院，找寻适合本国发展模式的道路。

“希望更多黎巴嫩青年人到中国，
亲身感受中国是如何发展成为世界第
二大经济体的。”南南学院首届硕士毕
业生、黎巴嫩青年艾曼·法基感慨地说，

“了解一个不同于西方的世界，能让我
们国家有更好的发展、更好的未来。”

从经济增长到贸易贡献，从减贫
奇迹到绿色发展，从积极参与全球治
理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今
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发展的主要
动力源和不可或缺的稳定器，成为人
类文明进步的有力维护者和推动者。

英国伦敦，海格特公墓。
马克思墓碑底座上镌刻的名言振

聋发聩：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
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伟大的事业不会一帆风顺，美好
的未来需要接力奋斗。

19世纪，科学社会主义的缔造者
马克思曾经预言：我们的事业并不显
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

20世纪，中国共产党的先驱李大
钊畅想未来：黄金时代，不在我们背后，
乃在我们面前；不在过去，乃在将来。

21世纪，新时代的领路人习近平
庄严宣告：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具有无比广阔的时代舞台，具有
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
的前进定力。

（据新华社北京5月5日电）

永恒的真理 时代的篇章
——写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据新华社长沙5月5日电（记者刘良恒）暮
春，草木葳蕤，夏意渐浓。怀着无比崇敬之情，记
者来到位于湖南浏阳市北盛镇泉水村，瞻仰田波
扬、陈昌甫烈士墓。

田波扬，1904年3月出生，湖南浏阳人。早
年在长沙读书期间，结识了郭亮、夏曦、夏明翰等
进步青年，1923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3月退学回到长沙，以教师身份作掩
护，组织工农群众和青年学生支援北伐战争。
1926年6月起，田波扬先后任共青团湖南省委宣
传部长、团省委书记。1927年到武汉出席党的五
大。他在会上发言支持毛泽东、蔡和森、瞿秋白等
人的正确意见，批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主张反抗
国民党新军阀的屠杀政策。

陈昌甫，女，1905年6月出生，湖南浏阳人。
1921年与田波扬结婚。1923年到长沙求学，不
久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1927年春任共青团湖南省委联络员，协助
田波扬工作。他们夫妇被誉为“生活的亲密伴侣，
工作的革命同志，斗争的真挚战友”。

1927年5月21日，国民党反动军官许克祥叛
变革命，制造了“马日事变”。5月30日晚，由于
叛徒告密，田波扬、陈昌甫夫妇等8位同志被捕。
敌人对田波扬施以酷刑，用竹签扎进他的十指，用
木杠压断他的双腿，要他自首和说出党的秘密。
七天七夜死去活来的摧残折磨，田波扬始终威武
不屈：“头可断，血可流，此志不可移！”“我走的道
路是光明正大的，不需要悔悟！”

1927年6月6日凌晨，残暴的敌人枪杀了这
对年轻的革命夫妻。田波扬牺牲时年仅23岁，陈
昌甫牺牲时年仅22岁，且怀有身孕。

田波扬和陈昌甫：
慷慨就义的革命伉俪

田
波
扬
（
右
）
和
陈
昌
甫
像
（
资
料
照
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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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将实施新运行图
高铁票价最高可打6.5折

铁路相关企业
可根据客流情况

世界最大跨度自锚式
悬索桥在长江上合龙

新华社北京5月5日电（记者齐中熙）记者
从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获悉，随着重庆市鹅
公岩轨道交通专用桥最后一段钢箱梁 5 日安
装完成，标志着世界最大跨度的自锚式悬索桥
顺利合龙。

中国铁建大桥局承建的鹅公岩轨道专用桥
全长1650米，其中主跨为600米的双塔双索面
五跨连续钢箱梁自锚式悬索，跨径为同类型桥
梁的世界之最。目前世界上已经建成的最大跨
度自锚式悬索桥是爱沙尼亚穆胡岛桥，主跨
480米。从480米到600米不只是数值上的增
长，而是桥梁建设史上设计能力、高强度厚钢板
材料性能及其焊接工艺、施工能力、施工装备等
方面质的飞跃。

鹅公岩轨道专用桥由69段钢箱梁组成，单段
最重达408吨，首片钢箱梁于2017年2月13日吊
装，经过建设者精心组织，科技攻关，历时14个月
安装完成，目前已经获得7项国家发明专利。

轨道交通环线是重庆市唯一的闭合环形线
路，全长50.8公里。由中国铁建投资集团投资建
设的重庆轨道交通环线二期工程18.75公里，鹅
公岩轨道专用桥是全线重点工程。

从今年7月5日起

公布票价进行优化调整

对早期开通的

合肥至武汉 武汉至宜昌

贵阳至广州 柳州至南宁

上海至南京 南京至杭州

6段线路上运行时速200-250公里的高铁动车组

明确执行票价以公布票价为最高限价

调整后的执行票价与目前相比

总体有升有降

最大折扣幅度6.5折

在限价内
实行票价下浮

分季节

分时段

分席别

分区段

（据新华社北京5月5日电） 制图/孙发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