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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理论深度、有实践温度，浸润
着理想情怀，洋溢出青春气息……”通
俗理论对话节目《马克思是对的》在中
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后，在部队官兵
中引发热烈反响。
《马克思是对的》 由中宣部理论

局、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广播电视
总台联合制作。节目分为《你好，马克
思》《洞悉世界的眼睛》《不朽的〈资本
论〉》《解放全人类的胸怀》《千年思想
家》 5集，由知名理论专家、高校青年
教师、在校学生代表等老中青三代参
与，通过开展精彩问答、讲述伟人故
事、朗诵诗歌致敬等形式，与观众一起
重温马克思的光辉足迹，感受伟人的人
格魅力，感知真理的力量。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

而劳动的职业，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
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
福将属于千百万人……”观看节目后，
军委机关各部门和各战区机关干部深受
感染。许多干部谈到，习主席深刻指
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谋幸
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纪
念马克思诞辰 200周年，就是要回到共
产党人理想启航的原点，来理解一个国
家的崛起与奋斗、一个政党的光荣与梦
想、一名党员的使命与责任。

南粤海滨，波涛拍岸。南海舰队某
作战支援舰支队抚仙湖舰官兵全程收看
了系列节目并展开群众性讨论活动。曾
被支队评为“优秀共产党员”的该舰四
级军士长王海伟说：“马克思主义自诞生
之日起，就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指路明
灯。进入21世纪，探索总结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认识把握当今世界变化趋势，
依然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沿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

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军事科
学院、国防大学、国防科技大学的专家
们认为，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
国共产党人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实践智
慧，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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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完
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伟大飞
跃。火箭军优秀共产党员、某通信团二
营教导员王升说：“党的十八大以来，
国家和军队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足以证明‘马克思是对的’。”

中原腹地，铁流滚滚。正在野外驻
训的第 83集团军某旅“大功三连”组织
官兵集中收看节目后，以“真理的力量”
为主题开展讨论。“时代需要信仰，青年
需要信仰。”该连指导员王金龙说，“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具
有原创性、时代性的 21世纪中国马克思
主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
行动指南，也为青年官兵学习成长提供
了力量之源。”
“当我们回顾马克思一生践行‘为

人类而工作’的理想信念时，就能进一
步理解习主席所说的‘不忘初心，方得
始终’的深刻含义。”第 80 集团军某
旅、火箭军某训练区、联勤保障部队某
部结合开展“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
重任”主题教育，组织官兵在训练间隙
收看节目。官兵们深刻感到，只有持续
唱响新时代的强军战歌，不断铸牢强军
之魂、聚力强军之要、夯实强军之基，
才能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
任务。

建设强大的军队，需要伟大理论
的指导，需要伟大目标的牵引。第 82
集团军某旅、战略支援部队某部、武
警广东总队梅州支队组织官兵在学与
思、思与辨、辨与析中感悟马克思主
义的真理力量，树立改革强军的必胜
信念。官兵们谈到：“作为新时代革

命军人，我们要自觉学好用好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当
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为早日实现中国
梦、强军梦而奋斗。”

重温马克思与燕妮一生刻骨铭心的
伉俪情深，被单位评为优秀共产党员的
陆军航空兵学院特级飞行员何建军和他
的妻子、该院政治工作部干事吕燕，回
首 15年“军婚”生活感慨道：“世间最
可贵、最崇高的爱情，不仅是‘你若不
离不弃，我便生死相依’的海誓山盟，
更是两个纯洁的灵魂紧紧拥抱在一起，
为了共同的事业不懈奋斗终生。”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理论成果的精髓，更是我党我军的优
良传统。”面对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
面对强国强军的时代要求，北京卫戍
区某警卫团、中部战区空军某旅、武
警湖北总队恩施支队官兵表示，要坚
持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坚决破除和
平积弊，真正立起新时代革命军人的
好样子。
“听吧，新征程号角吹响，强军目

标召唤在前方。国要强，我们就要担
当，战旗上写满铁血荣光……”在神州
大地的座座军营，全军将士唱响的《强
军战歌》激越嘹亮。
（本报北京5月2日电 记者张磊

峰，通讯员赤鹏军、杨磊、何孝林、万
永康、邓帅军、范俊刚、赵磊、戴麟

权、郑广斌、陈开江、刘子源、姜庞

泽、赵欣、徐风芳、林铎、胡贡荣、陈

卓、杨自双、宁建鹏等采写）

感
知
真
理
的
无
穷
力
量

—

通
俗
理
论
对
话
节
目
《
马
克
思
是
对
的
》
在
部
队
官
兵
中
引
发
热
烈
反
响

据新华社北京 5月 2日电 （记
者荣启涵）为集中展示当代优秀青年
的精神品格和价值追求，激励全国广
大青年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
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中发挥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
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日前决定，授
予万晓白等 28 名同志第 22 届“中国
青年五四奖章”，授予北京市公安局
反恐怖和特警总队蓝剑突击队等 10
个青年集体第 22届“中国青年五四奖
章集体”。同时决定，对在国家载人
航天工程中作出特殊贡献的陈冬同
志、在第 23届冬奥会上为国家赢得荣
誉的武大靖同志授予第 22届“中国青
年五四奖章”。

吉林省通榆县环保志愿者协会
秘书长万晓白（女），北京搜狗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王小川，中国
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第七〇一研
究所水面部副主任王硕威，昆明理工

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主任冯晶，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火电工程有
限公司焊接教练刘仔才，电子科技大
学材料与能源学院副院长刘明侦
（女），山东省东明县武胜桥镇玉皇庙
村党支部书记关志洁（女），广西交通
投资集团南宁高速公路运营有限公
司南宁东收费站副站长农凤娟（女，
壮族），广东省二沙体育训练中心田
径队运动员苏炳添等荣获第 22届“中
国青年五四奖章”。

北京市公安局反恐怖和特警总队
蓝剑突击队，内蒙古自治区苏尼特右
旗乌兰牧骑，航空工业沈飞RCS测试
团队，中国商飞C919大型客机首飞机
组青年团队，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
学研究院强磁场青年海归转化医学创
新团队，中交四航局港珠澳大桥岛隧
工程项目部，中国第五支赴利比里亚
维和警察防暴队等荣获第 22届“中国
青年五四奖章集体”。

与往届相比，本届“中国青年五四
奖章”在候选人（集体）推荐和评选上

着重突出育人导向，努力发掘、选树、
联系、培养一批优秀青年（集体）典型，
使他们通过“中国青年五四奖章”的平
台获得更多的关注和认可，走向更加
广阔的干事创业舞台。

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在表彰决
定中号召全国各族青年要以受到表彰
的先进典型为榜样，更加紧密地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坚定理想信念，在为人民利益的不
懈奋斗中书写人生华章，谱写无愧于
时代的青春篇章。

本报北京5月2日电 钧青报道：
第 22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评选结果
近日揭晓，军队罗寅生、陈冬、李联峰 3
名同志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93802 部队 61 分队被授予“中国青年
五四奖章集体”。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是共青团中

央、全国青联授予中国优秀青年的最
高荣誉，旨在树立政治进步、品德高
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本届
评选，全国共推报 94 名个人、30 个集

体，经团中央组织部审核、评委会投票
初评、团中央书记处集体研究、面向社
会公示，最终有 30名个人荣获“中国青
年五四奖章”、10个集体被授予“中国
青年五四奖章集体”。

军队 3名获奖个人中，有扎根基层
矢志打赢的火箭军砺剑尖兵，有圆满
完成我国首次航天员中期在轨驻留任
务的英雄航天员, 还有专注国防科研
攻关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青年
专家。在他们身上，充分展示了青年
官兵积极践行强军目标，踊跃投身部
队建设、改革和练兵备战火热实践，争
做新时代革命军人的坚定信念和精神
风貌。

同时，军队有 7 名共青团员、15
名共青团干部、5 个团委、10 个团支
部被分别表彰为全国优秀共青团员、
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全国五四红旗
团委、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这些个
人和团组织受到表彰，集中反映了近
年来军队持续加强共青团建设取得
的成果。

第22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评选结果揭晓
军队3名个人1个集体榜上有名

■李克强 2日在京主持召开国务院常
务会议，采取措施将企业开办时间和工程
建设项目审批时间压减一半以上，进一步
优化营商环境；通过《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
例（草案）》

■汪洋 2日在京会见法国经济社会环
境理事会主席贝尔纳斯科尼

（均据新华社）

本报北京 5月 2日电 钧青报
道：“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评选结
果近日揭晓，经社会网上投票、评委
会初评、团中央研究，从全国 387 名

候选人中评出爱岗敬业、创新创业、
诚实守信、崇义友善、孝老爱亲等 5
个类别共 100 名“全国向上向善好青
年”。其中，军队童晓冲、鲁军勇、周

朴、袁可佳、古清月、张光付、孙战辉
7名同志获此殊荣。

团中央部署开展的“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争做向上向善好青年”

主题活动，每年面向各行各业和基层
一线，寻找、发现、推选一大批模范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带头传播正
能量的身边好青年。

这次军队获奖者中，既有扎根本
职敬业奉献的院校教员，又有攻克军
队重大科研课题的青年才俊，还有用
爱心感恩亲人回报社会的道德楷模。
他们用高尚的品质和感人的事迹，赢
得了社会各界的普遍点赞。

军队7名优秀青年被评为“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

新华社北京5月2日电 为纪念马
克思诞辰 200 周年，中宣部指导中央党
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
合摄制了 2集电视纪录片《不朽的马克
思》，将于 3日、4日晚 8点在中央电视台
综合频道首播，人民网、新华网、央视网
等融媒体平台同步推出。

马克思的一生是一部富有传奇色彩
的壮丽史诗。该片生动再现马克思和他

的战友们为人类解放事业奋斗终生，矢
志不渝躬身理论研究和革命实践的人生
画卷，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进
步特别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产生的深远
影响。片中珍贵资料影像、实地探访、专
家访谈和艺术动画相得益彰，珍藏的历
史记忆与鲜活的当代实际交互共鸣，为
观众开启一场走近伟人探寻真理、不忘
初心逐梦前行的致敬之旅。

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电视纪录片《不朽的马克思》开播

本报讯 李玉平报道：中央军委
派出巡视组，对军队后勤力量调整
改革进行专项机动式巡视。目前，
中央军委巡视组已进驻 5 个战区，深
入各战区方向改革有关单位开展巡

视监督。
巡视紧跟调整改革进程，分转隶

交接和部队整编两个阶段进行，坚持
问题导向，突出监督重点，聚焦被巡
视单位贯彻落实习主席和中央军委

改革决策部署、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
规矩、人财物转隶交接、党组织功能
发挥等方面，分 5 个战区方向若干巡
视小组，“小群多路”机动灵活进行监
督检查，坚持挺纪在前、抓早抓小，既

着力发现问题，又及时慑止问题发
生，切实正风肃纪、传导压力，充分发
挥巡视利剑作用，为推进军队后勤力
量调整改革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和纪
律支撑。

中央军委开展军队后勤力量调整改革专项机动式巡视

本报讯 记者孙兴维、通讯员王爽
智报道：今年夏服发放工作陆续在全军
展开。记者近日从军委后勤保障部获
悉，17长袖体能训练服、编织内腰带、布
鞋、轻便防寒鞋、单兵睡具等一批新式
被装陆续配发全军官兵，既有日常穿用
系列又有训练防护品种，这标志着我军
被装日趋体系化、系列化、配套化，为练
兵备战提供有力保障。

据了解，除正常换发品种外，今夏被
装发放包括一批新品种。其中长袖体能
训练服满足春秋季节户外体能训练需
要，配合其他保暖内衣也可在冬季穿用，
采用棉纤维和纯涤纶材料，穿着时皮肤
触感舒适，具备吸湿快干性能。编织内
腰带与作训服装配套穿着，按照人体工
效学原理设计，适体性好，战时还可相互
连接捆绑，具备束缚攀登、临时替代止血

带等多种功能。布鞋采用飞织网布面
料，一次性浇铸模压而成，更加轻质透
气，是对我军鞋类系列的有益补充与完
善。单兵睡具包括单兵帐篷，轻薄型、保
暖型睡袋和充气、泡沫睡垫等品种，体积
小、重量轻、防风保暖，便携性和舒适性
更好，搭配使用可满足官兵在不同气候
条件下野外宿营保暖需求。

军委后勤保障部军需能源局和军

委训练管理部部队管理局就被装相关
发放和着装管理等问题强调，各级要加
强领导，坚决贯彻《中国人民解放军内
务条令（试行）》有关着装要求，严格落
实标准，精心组织供应，搞好优质服务，
切实做好服装调号等工作，精心服务驻
边远艰苦地区部队和一线作战部队，确
保服装发放工作落实落细。
（相关报道见第五版）

一批新式被装陆续配发全军部队
被装日趋体系化、系列化、配套化，为练兵备战提供有力保障

5月2日，首次执飞

成都航空公司 EU2239

航班的ARJ21-700新支

线喷气客机驶进哈尔滨

太平国际机场停机坪。

据介绍，除哈尔滨往返

黑河外，国产喷气客机

ARJ21还 将 执 飞 哈 尔

滨-五大连池、哈尔滨-

抚远、抚远-佳木斯的

黑龙江省内支线航线。

这4条支线航线全部在

高寒地区，对飞机和机

组都有特殊要求。

新华社发

（上接第二版）政府管理学院 2017级硕
士研究生邹瑞阳说，只有接力传承和发
扬五四精神，牢记并努力践行爱国、励
志、求真、力行的要求，我们才能真正成
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
建设者和接班人。

未名湖畔、博雅塔下，总书记的激
励与鞭策引发了北大学子的热议与思
考：在新时代的历史洪流中，北大的新
青年应该留下怎样的印记？

扎根人民，奉献国家——参加师

生座谈会的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本科
生宋玺对习近平总书记的这句话印象
深刻。这个心怀从军报国梦想的姑
娘，曾是中国海军第 25 批赴亚丁湾护
航编队唯一的女陆战队员。她说：“大
学生不能脱离群众，要扎根人民、沉到
基层去，方能不虚度年华，让青春绽放
得更加灿烂。”

全新的起点，全新的征程。
千里之外的日喀则，北大山鹰社

队员得知了习近平总书记到校考察的

消息。
“队员们纷纷表示，习总书记的重

要讲话为青年人未来的发展指明奋斗
方向，将指引他们勇攀一座座新的高
峰，为祖国和人民赢得更多荣誉。”北京
大学团委书记陈永利说。

身处新时代，广大青年建功立业的
舞台空前广阔、梦想成真的前景空前光
明。
“追梦需要激情和理想，圆梦需

要奋斗和奉献。”一直热衷于志愿服

务工作的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李晓
丹说，“习近平总书记说，广大青年
既是追梦者，也是圆梦人。这不仅
是对我们的鼓励，更是对我们的鞭
策。我将以更大的奉献精神，投身
于志愿服务工作，做有理想有担当
的新人，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为
民族复兴铺路架桥，为祖国建设添
砖加瓦。”
（新华社北京5月2日电 记者吴

晶、胡浩、施雨岑、魏梦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