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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华 时 评

■5月5日，是“千年思
想家”马克思诞辰200周年
纪念日。诞生于19世纪的
马克思主义，其强大的生命
力延续至今，其强大的影响
力传遍世界。

■2017年10月18日，
中共十九大胜利召开，宣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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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入党
章，成为引领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行动指南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取得历史性成就，有
力打破了“西方制度优越
论”神话，为发展中国家实
现繁荣富强提供了新路径，
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
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为了民族复兴
英雄烈士谱

“人生应该
如蜡烛一样，从
顶燃到底，一直
都是光明的。”这
是萧楚女烈士的
人生观。他的一
生，就像一支永不
熄灭的“红烛”，光
明磊落燃尽了自
己，点燃了大片革
命的火种。

萧 楚 女 ，
1893 年 出 生 于
湖北汉阳，原名
树烈，学名楚汝，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理论
家、教育家和无产阶级革命家。

1911年武昌起义时，萧楚女投军参加了
阳夏保卫战。辛亥革命后，他进入武昌实业学
校学习，毕业后在《大汉报》和《崇德报》任编
辑，经常用“楚女”笔名发表文章，从此开始以
手中的笔为武器，纵横驰骋在舆论阵地上，宣
传马列主义和救国救民真理，揭露帝国主义
和封建主义的罪行。

萧楚女先后在湖北、安徽、四川、上海、广
州等地从事革命工作。1920 年初，他参加恽
代英在武汉创办的“利群书社”，开始走上有
组织的斗争道路。1923 年 6 月，在重庆担任

《新蜀报》主笔，撰写了大量的政论、社论。同
时，他经常给《向导》《中国青年》撰稿。

他的文章，笔锋犀利，战斗性强，矛头所
向，不是“指责土酋军阀，就是痛骂贪官污
吏”，连反动派所控制的报刊也不得不赞叹萧
楚女的文章是“字夹风雷，声成金石”。

1924年8月萧楚女任中共中央驻四川特
派员，领导重庆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四川的革
命斗争，10 月组织四川平民学社，出版刊物

《爝光》。1925年6月戴季陶主义出笼后，他专
门写成《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书，批驳
戴季陶对共产党的攻击和污蔑。他还撰文开
展了对国家主义派的批判。

1926年1月后，萧楚女到广州先后担任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干事兼中国国民党政治讲
习班教授、黄埔军校政治教官等职。1927年4
月，萧楚女在广州反革命大屠杀中被逮捕，4
月22日被杀害于狱中，年仅34岁。

萧楚女曾形容自己的人生观是“蜡烛人
生观”，并以此自励。生前他在农讲所和黄埔
军校带病工作时曾说：“同学们，你们想蜡烛
不是能放光明吗？做人也要像蜡烛一样，在有
限的一生中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给人以光明，
给人以温暖。”

“他笃学不倦，自学成才，成为我党早期
卓越的理论家、思想家、演说家。”湖北省委党
史研究室巡视员张帆说。

萧楚女故居原址位于武汉市汉阳区杨泗
港内。如今英雄故里基础建设日新月异，一大
批改善民生、拉动经济的项目和规划正在这
里落地。

为更广泛传播党史，武汉市汉阳区党史
与文化部门近年采用系列连环画的形式编写
了一套《汉阳故事》，萧楚女的故事就在其中。
萧楚女的“红烛”将永照人们的心田。

据新华社

萧楚女：
一支永不熄灭的“红烛”

治国有常，利民为本。近日召开的中央政治
局会议指出，要加大保障改善民生工作力度，加
强基本公共服务，解决好群众关心的关键小事。

民生连着民心，民心关系国运。保障和改
善民生，蕴藏着千千万万家庭变迁、命运转
折、生活改善的小故事，汇聚成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的大图景。

民生福祉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今年以来,各地一系列和民生相关的重大
工程纷纷开工。一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50997亿元，同比增长10.9%，教育、社会和
就业、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城乡社区等支出
为民生保障重点领域。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站，只有连续
不断的新起点。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民
生的内涵不断扩展和延伸，从居民对“天蓝水
清”的呼唤，到新市民对“住房之困”的喟叹，
再到社会对“寒门难出贵子”的拷问，实现“幼
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
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民生期待显得
更为迫切。

民生无小事，但民生由无数“关键小事”
组成。从垃圾分类到污水治理，从小升初取消
推优到降低药品价格，从网络提速降费到食
品安全管理，把“关键小事”一项项落到实处，
才真正回应了“更高水平的生活质量”“更加
公平的发展机会”等民生发展新课题。

各地政府要加强基本公共服务。一方面
不断发展绿色经济，增加居民收入，做大“收
入蛋糕”；另一方面设定具体目标，每年实施
一批优质教育、医疗、环保等民生项目，提升
百姓获得感。此外，还要更加关注因病致贫、
因病返贫家庭的生活，筑牢社会保障底线，确
保发展的路上“一个都不落下”。

积跬步至千里，积小流成江海。各地政府
应当秉持高度责任感，把脉民生痛点，抓住民
生“短板”，回应民生关切，从“关键小事”入
手，量力而为，尽力而行，落实好共享发展的
根本要求。 （新华社记者 王优玲）

解决好群众
关心的关键小事

5月5日,是“千年思想家”马克思诞
辰200周年纪念日。

诞生于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其强
大的生命力延续至今,其强大的影响力
传遍世界。

当前,西方社会危机频现,乱象不
断;而在世界东方,中国的社会主义实
践则在不断佐证和展示着马克思主义
的真理性和生命力。中国的历史性成
就,让世界对马克思的纪念变得更加意
义非凡。

马克思以悲天悯人的情怀、洞悉世
事的智慧、科学精辟的预言,为无产阶级
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
为人类谋求幸福指明了方向。

1825 年,英国爆发资本主义世界
第一次经济危机,引发席卷欧洲的工
人运动。

“极度贫富分化和穷人的艰难处境
让马克思开始思考社会公平正义的哲
学命题。”马克思故居纪念馆馆长伊丽
莎白·诺伊说。

《马克思传》作者弗·梅林这样论述
马克思的“初心”:不倦追求真理源于马
克思内心对人民最深厚的情感,就像他
自己说的,他不能背对“苦难的人间”。

马克思在现实中寻找出路。他通
过对经济关系的解析,揭开了剩余价
值的秘密,挖掘出隐藏在资本主义制

度中的痼疾。
恩格斯评价说:“正像达尔文发现

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
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发现了现代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
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

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正式发
表,第一次全面阐述科学社会主义原
理,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共产党宣言》一经问世,
就在实践上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发展,
深刻改变了人类历史进程。

马克思的伟大发现,使社会主义
由空想成为科学,从思想上引领了无
产阶级乃至全人类追求自由解放的伟
大事业。

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虽有改良
却无法克服其内在矛盾而陷入周期性
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再次
佐证了马克思“两个必然”的科学论断。

席卷欧洲大陆的抗议示威、直指
1%富人阶层的“占领华尔街”运动……
英国《每日电讯报》评论:“下层阶级爆
发了,骚乱者产生的原因是正在衰落的
国家,和完全忽视这群人的冷漠的政治
阶层。”

“1%的人拥有,1%的人统治,1%的
人享受。”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施
蒂格利茨对美国社会现状的总结。美国

经济学家鲁比尼则坦言,这样的问题,
“马克思100多年前已经预测到了”。

经济停滞、难民问题、选举困局
……西方各种乱象预示着,资本主义
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
的矛盾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再次集
中爆发。

危机的冲击波,让西方的道德、制
度和理论优越感面临挑战,曾鼓吹“历
史终结论”的美国学者福山也不得不承
认,“美式资本主义跌下了神坛”。

在西方,不少人重新想起了马克
思,“马克思热”再度掀起:《资本论》重
新畅销,伟人现身荧屏。电影《年轻的卡
尔·马克思》让柏林电影节主席迪科斯
里克感慨“正当其时”。

500年来,社会主义从空想走向科
学,虽经历波折,却最终以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巨大成功向世界宣告,社会主义
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主义火
种传入中国。中国先进分子高举真理火
炬,成立了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中国共
产党。从此,中国人民在精神上找到了主
心骨,中国发展在方向上找到了定盘星。

中 国 共 产 党 学 习 运 用《共 产 党
宣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把
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更好增进
人民福祉,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

全面进步。
从一穷二白,到成为全球第二大经

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
30%;从科技落后到“天宫”上天、“蛟
龙”入海……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西
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历程,创造了世界
发展的中国奇迹。

百年沧桑巨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释放出改造世界的伟力。中国共产党,
始终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成为《共产
党宣言》精神的忠实传人。

2017 年 10 月 18 日,中共十九大
胜利召开,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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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义思想写入党章,成为引领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历
史性成就,有力打破了“西方制度优
越论”神话,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繁荣
富强提供了新路径,为解决人类问题
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
的胜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胜利,是
科学社会主义的胜利。用埃及经济思想
家塞米尔·阿明的话说,今日中国,正是
马克思主义强大生命力和广泛影响力
的现实写照。

据新华社

东方风劲 扬帆新时代
——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系列述评之一

（紧接第一版）全州城市供暖工程等
30个项目前期工作。

《方案》强调，进一步强化重点
领域投资，重点抓好交通、生态能
源、生态旅游、优势矿产、特色农牧、
水利、城市建设、民生及社会事业、
脱贫攻坚、生态环保、开放合作等
11大领域投资工作。进一步推进项
目建设，从加快推进招商引资项目
落地、加快推进项目前期工作、加
快推进项目开工建设、加快推进项
目建设进度、加快推进项目竣工投
产（投用）、加快推进项目储备等 6
个环节入手推进项目建设。进一步

健全工作机制，建立健全坚持领导
联系、完善专项督导、创新协调调
度、强化稽察通报、加强统计入库
等 5 项工作机制。进一步明确工作
要求，明确要求加强组织领导、责
任落实、宣传报道、考核奖惩等 4
个方面的工作。

《方案》按照《甘孜州重点项目
管理办法》，将 2018 年全州 30 个
省级重点项目和甘孜州国省干道
沿线旅游综合服务体建设等 30 个
州级重点项目，共计 60 个项目，列
为全州重点推进项目，重点加以推
进，并结合州级领导分工和对口联

系县，对 60 个重点推进项目一对
一明确了州级责任领导。

据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州完
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64.28 亿
元，同口径增长 12.9%。高于全州

“开门红”和全年增速8%预期目标
的4.9个百分点，位列全省第十位，
比去年同期提升起 2 位，超过全省
平均水平1.6个百分点，实现“开门
红”，200 个州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46.03 亿元，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15.09%，为圆满完成我州全年预期
目标打下坚实基础。

（平丽莎 记者 宋志勇）

（上接第一版）
“三项联动”夯实一线堡垒。

以 提 升 基 层 党 组 织 组 织 力 为 重
点，优化顶层设计，促进辐射带
动。全域联动构建体系。连续 3 年
将抓党建促脱贫攻坚作为党组织
书记述职评议内容，以“发点球”
形式向党组织书记反馈问题 53
个，并通过“现场会+”的形式力促
各级党组织优化思路、创新举措；
出台《进一步加强农牧区基层组
织建设的意见》，大力开展评星晋
级整顿提升活动，摸排整顿后进
乡 村 党 组 织 947 个 ，整 改 问 题
3000 余个，惩处“村霸”12 名。上
下联动增强动能。整合资金 1.45
亿 元 推 进 党 员 精 准 扶 贫 示 范 工
程，实施产业项目 968 个，辐射带

动 1252名贫困党员、42415名贫困
群众脱贫；推行“支部＋合作社+公
司+基地＋农户”模式，引进企业
38 家，完善股权分配机制，引导党
员示范户先行带动，培育产业基地
71.7 万亩。内外联动激发活力。全
覆盖建成“农牧民夜校”2679 个，
发动专业师资和致富能手宣传活
政策、传授致富经，编印教材 11 万
册，培训农牧民群众 115 万人次；
深化群众工作和“走基层”活动，派
出扶贫小分队 8569 个 4.28 万人
次，开展“感党恩、爱祖国、守法制、
奔小康”主题教育1.8万场次，激发
群众干事创业热情。

“三个坚持”匡正一线风气。将
正风肃纪矛头直指扶贫领域，惩防
结合净化生态环境。坚持预防为

先。结合三项整改“回头看”强化风
险排查，对党员干部在扶贫领域易
发、多发、高发风险点进行梳理，建
立台账 1200 余份，定期评估 384
场次，做到隐患早发现、早提醒、早
排除。坚持整治为重。狠抓“雪域清
风”行动，制定“3+1+X”专项治理
方案，派出 6 个督察组进行 2 轮巡
查督导，走访乡镇325个、1138户，
通报扶贫领域“微腐败”和“四风”
反面典型76件，督促整改问题589
个，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96 人。坚持
巩固为本。严格落实《甘孜藏族自
治州扶贫开发管理办法》《甘孜州
脱贫攻坚工作问责暂行办法》《十
个带头十不准行为准则》，进一步
鲜明导向、规范程序、从严执纪，确
保扶贫领域正气上扬。

党建领航促发展 强化管理增活力

项目是发展的硬件 落实是成败的关键
（紧接第一版）目前，该厂正在延伸污
水收集管网，其覆盖面将有望在今年
提高10%。

保障街道卫生。丹巴风大，街面
上的垃圾常被吹入河内。县政府拨付
专项资金，委托环卫公司统一维护街
面和河岸卫生，成倍提高垃圾桶排放
密度和垃圾转运频率。同时，将城区
卫生区域维护责任划分到各社区、单
位，并纳入目标考核，收取保证金。章
谷镇创新举办“最美社区、最差社区
评比”，奖惩结合，推动环境改善。三
叉河社区党支部书记沈前刚介绍，该
社区全体干部和“网格员”都有各自
负责的区域，每周五都要开展联合巡
察，清理卫生死角，宣传工作早已实
现群覆盖。他还透露，去年他和村主
任唐晓红都因卫生工作各被扣了400
元保证金。

规范处理建渣。该县住建局从源
头管控入手，在开具施工许可时就与
施工方签订规范处理建渣责任书，并
联合相关部门坚决铁腕执法。一年
来，该县已有多家违规倾倒建渣的施
工单位被依法处理，这也让建渣入河
的情况得到了全面遏制。另外，该县
正建设建渣集中填埋场，以从根本上
规范建渣处理。

规范处理农村污水、垃圾。一是积
极引导群众修建粪坑，将生活污水转变
为有机肥料；二是为各村建设标准化生
活垃圾收集站，配备垃圾转运车辆；三
是广泛竖立禁止垃圾入河的警示牌，并
开展机动巡察，深入开展宣传。

全面落实“河长制”。共设立县级河
(段)长13名、乡级河段长52名、村级河
段长163名。各级河长严格履职，先后

安装河长公示牌53个，实现河长巡河
全覆盖，清理河道垃圾9300多吨，与相
关企业就河道保护协商十余次。

日前，记者实地走访大渡河丹巴
县城沿岸。放眼看去，河面并无漂浮
垃圾，河道两旁的排污管均完全与污
水处理厂联通，河滩上有只少许细碎
垃圾，但无异味。丹巴县“河长制”办
公室负责人刘双喜向记者感叹，“现
在的大渡河，风吹起来绿波荡漾！”

开局
环保深入人心 丹巴城乡更美

兴丹菜市场是丹巴县城最大的菜
市。因为紧邻大渡河，以往市场里的
不少商贩会将垃圾直接倒入河中。记
者在该市场随机采访了 7 名商贩，大
家表示，都认识到了往河里倒垃圾的
危害，不会再干以前那样的傻事。三
岔河社区居民李大婶曾因向河内倒
垃圾被社区工作人员多次劝阻。现
在，她看到街上的垃圾都会主动清
理。刘洪明透露，因为市民自觉爱护
卫生，县城环卫工人的工作量比以前
少了五分之三。

“以前我们对环保工作确实不够
重视，从干部到群众，都睁只眼闭只
眼。现在，我们都晓得破坏环境就是
破坏家园、危害子孙。丹巴‘人美、景
美、卫生差’的历史就要结束了，我们
圣洁甘孜也会更加圣洁。但环保工作
主导在政府、主体是群众，只有政府
拿出好举措，群众养成好习惯，才能
实现标本兼治。所以，我们肩上的担
子任重道远！”采访中，周强华道出了
甘孜环保工作的前景和关键。

水清岸绿景更美

记者 1 日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综
合通讯运营商、线上旅行服务商和各地旅
游部门数据，经中国旅游研究院综合测算，
2018 年“五一”假日全国共接待国内游客
1.47 亿人次，同比增长 9.3%，实现国内旅
游收入871.6亿元，同比增长10.2%。

统计分析显示，“五一”期间，全国假
日旅游消费旺盛，旅游市场持续增长。城
市周边游、乡村游、生态游成为游客首选，
自驾游火爆，旅游消费呈现个性化、特色
化、品质化、多样化趋势。文旅融合旅游产
品，研学旅游、红色旅游等成为假日旅游
新亮点，各地古镇、古街、文化馆、博物馆
等游人众多。

拼假成为“五一”假日长线出游主
旋律，游客利用带薪年休假与“五一”假
期拼成 4 至 8 天的长假期实现中长线旅
游。旅行商数据显示，出境旅游热门目
的地首推东南亚，如苏梅岛、巴厘岛、沙
巴岛、宿雾岛等备受青睐。在中欧旅游
年带动下，以英国、俄罗斯、意大利、德
国、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成为拼假出
境游热门选择。国内长线方面，北京、大
连、上海、三亚、杭州、西安、重庆等为热
门旅游目的地。

各级旅游部门按照优质旅游发展要
求，坚持以旅游供给侧结构改革为主线，
以大力发展全域旅游为抓手，全面做好假
日旅游相关工作。截至 5 月 1 日 17 时，全
国旅游市场运行平稳，无重特大涉旅安全
事件发生。 据新华社

全国“五一”假日旅游消费旺盛

迎客1.47亿人次

4月29日，游人在安徽省黄山市歙县许村一个芍药种植基地赏花留影。
“五一”小长假期间，人们以不同方式度过多彩的假期。 新华社发多彩假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