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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时事·

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 中央宣传部、
中央党校、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教育
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
部4日至6日在北京召开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周年理论研讨会。与会代表参加了党
中央召开的纪念大会，聆听了习近平总书
记的重要讲话。6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出席会议
并讲话。他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加强马克思主义学习和

研究，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胜利提供理论支撑。

这次理论研讨会，是近年来马克思主
义理论研究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研讨会
期间，代表们畅谈了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的体会，加深了对马克思光辉一生
和伟大贡献的认识，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
科学内涵和深远影响的认识，加深了对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历程和丰硕成果的认
识，加深了对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坚持
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

进一步明确了理论工作者的历史责任。
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是新时代我们党坚持和发
展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以一系列
原创性战略性的重大思想观点丰富和发
展了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
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社科理论界要增
强理论担当，潜心研究、勇攀高峰，努力把
马克思主义学习和研究引向深入。要在
研究阐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上不断取
得新进展，在研究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最新成果上不断取得新进展，在研究阐释
党中央重大战略部署上不断取得新进展，
在研究回答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和
挑战上不断取得新进展。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
坤明主持会议。

研讨会主办单位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
专家学者23人作了大会发言。中央有关部
门负责同志、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
程咨询委员会委员、专家学者代表、地方党委
宣传部负责同志等，共230多人参加会议。

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理论研讨会举行
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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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陈延年像（资料照片）。
新华社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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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党课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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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中，以陈独秀为首的党
中央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采取了妥协退让政
策。陈延年坚决反对，他以中共广东区委的名义
报告党中央，要求中央坚决抛弃对国民党右派的
妥协退让政策，他在与邓中夏、张太雷谈起陈独
秀的错误时，气愤地说：“（陈独秀）看不出蒋介石
的阴谋，看不见工农的力量，竟把无产阶级当作
革命的苦力。”又说：“我是共产党，坚决站在党的
立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妥协退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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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年6月，中共中央撤销江浙区委，分别成立江
苏省委和浙江省委，陈延年任中共江苏省委书
记。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陈延年和赵世炎
等不顾危险，部署工作，寻找失散的同志，恢复和
重建党组织，积极开展斗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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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华社记者 鲍晓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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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载5月7日《人民日报》
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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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评论员

5月6日，在成吉思汗陵，身着盛装的姑娘手捧哈达进行祭祀活动。
当日是农历三月二十一日，成吉思汗春季查干苏鲁克大典主祭日活动在内蒙古自治区伊金霍洛旗成吉思汗陵举行。春

季大祭是成吉思汗陵一年之中规模最大的祭祀活动。人们带着哈达、酥油、羊肉等来到成吉思汗陵前，祈求风调雨顺、幸福安
康。2006年，成吉思汗祭祀被列入中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新华社记者 邹予 摄

新华社天津5月6日电（记者 周润健）天文专
家介绍，本月9日天宇将上演“木星冲日”天象，届时
如果天气晴好，“冲日”前后几天，我国公众几乎整夜
可观测这个太阳系中的“大个子”。

在太阳系八颗行星中，木星的质量是其余七颗
行星质量总和的2.5倍，故有“巨人行星”之称。按离
太阳由近及远的次序，木星位列第五，同时木星还是
太阳系中自转最快的行星。

当地球、木星绕日公转运行到太阳同一侧并在
一条直线上时，也就是木星与太阳黄经相差 180度
的现象，天文学上称为“冲日”。

“冲日是观测木星的最佳时机，此时木星距离地
球最近也最明亮。”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
学会理事史志成说，9日前后几天，日落时，木星从
东南方地平线上升起，亮度为-2.5等，几乎整夜可
观。“即使在灯光污染比较严重的城市里，只要避开
强烈的灯光，同样能够看到。”

天文专家提醒说，木星有着土星那样美丽的光
环，也有着地球那样壮丽的极光。特别是木星还拥
有四颗较大的伽利略卫星，它们围绕木星公转的周
期从近2天到约17天不等。由于这些卫星公转周期
差别很大，从地球上看起来，它们在木星两侧排列的
队形总在变化着。有兴趣的公众可通过小型天文望
远镜试着找找，看看能找到几颗。如果通过合适的
天文望远镜观测，还可以看到木星表面色彩斑斓的
条纹、大红斑、光环和极光。

据新华社南京5月6日电（记者
陈席元）南京市政府近日出台意见，
要求在校园周边划设学生安全区域，
禁止设立网吧等娱乐场所，对体罚、欺
凌、性骚扰、性侵害学生等行为零容
忍，从重从快、严格依法惩处。

意见提出，由公安、城管、教育等
部门在校园及周边一定范围内划设学
生安全区域，设立显著标志，区域内依
法禁止新建对环境造成污染的企业、
设施，禁止设立上网服务、娱乐、彩票
专营等营业场所，禁止设立存在安全
隐患的场所。

意见明确，学校承担校内安全管
理主体责任，实行安全工作校长（园
长）负责制，由一名校领导分管安全工
作。坚决制止围堵校园、侮辱殴打教
师、干扰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等“校
闹”行为，依法严肃处置。

为防控学生校园欺凌行为，南京
将探索对有不良、暴力行为的学生，由
校园警务室民警或担任法治副校长、
辅导员的民警进行训诫；对犯罪性质
和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学生，坚决依
法惩处。

南京：

对欺凌学生等行为零容忍
从 重 从 快 依 法 惩 处

9日“木星冲日”
我国公众可赏太阳系“大个子”

据新华社郑州5月6日电（记者
李亚楠）记者从河南省教育厅获悉，
原定已被纳入河南中招考试科目的生
物、地理学科因各地初中办学条件差
距较大、考试安全难以保障等因素将
暂缓纳入。

据记者了解，按照国家考试招生
制度改革的有关要求，河南省教育厅
曾制定下发了一系列推进高中阶段学
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文件，其中，要求
从2016年入学的初一年级新生开始，
将生物、地理纳入初中学业水平考试
（中招考试）科目，考试对象为初中二
年级学生，考试时间安排在初二年级
下学期期末。

不过，河南省近期围绕初中学校
生物、地理两科课程开设情况、教师队
伍建设、考试保障能力建设等方面进
行调研论证后认为，目前两科开考存
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一是部分学校
生物、地理两科教师数量尚短缺；二是
考试组织难度较大，考试涉及初二、初
三两个年级，考生需集中到县城参加
考试，部分地方难以满足考生住宿需
求；三是全省标准化考场目前暂难以
满足新增考生的考试需求。

鉴于以上情况，河南省教育厅研究
决定，暂不将生物、地理学科纳入全省
中招统一考试科目，各地市可根据当地
实际自主确定两科评价方式和结果使
用办法，并及时向社会发布相关信息。

河南:

暂缓将生物地理
纳入中招考试科目 （上接第1版）

做忠诚信奉者、坚定实践者 不
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5日，上海各界青年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周年座谈会气氛热烈。青年们争相表
达着自己对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高
度认同，交流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
解认识。

“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指导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
革不断获得成功。”共青团浦东新区委员
会书记林廷钧说，“如今，改革开放再出
发，上海浦东新区一系列重大战略工程的
推进，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上海实践
的成功案例。”

伟大的理论，指引伟大的实践。
4日在大会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后，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副教授张晓萌心潮澎湃：“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
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既是中国共产党人
长期探索的实践成果，也是马克思主义自
身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理论品格。”

展望未来，张晓萌表示：“作为新时代
的青年教师，我们要肩负起学习、研究与
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重任，自觉成
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传承者，引导学
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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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汲取科学智慧、理论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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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是顶天立地的伟人，也是有
血有肉的常人……”4日下午，南京航空航
天大学首次开设信仰公开课，马克思主义
学院党总支书记徐川引用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

“现在有些青年觉得马克思是熟悉的
陌生人，主要还是因为对马克思不熟悉、

不了解，所以对马克思的理论不亲近。”徐
川认为，高校思政工作者要用青年喜闻乐
见的语言和方式画好马克思画像，讲好马
克思故事，用马克思主义引领青年。

在吉林大学，长期活跃着这样一个学
生社团——大学生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学习研究会，目前有4000余名在校生参加
活动。研究会主席万学慧与会员们一起集
体收看了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学习马克思，就
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建设
的思想”，给万学慧留下了深刻印象。“我
们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
指导地位，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指导
实践，为国家的人文学科发展贡献力量。”
万学慧说。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
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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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