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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名字，穿越时空；一种人格，

熠熠闪光。

“马克思是顶天立地的伟人，也是

有血有肉的常人。”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周年大会上，习主席深切缅怀马克

思的伟大人格和历史功绩，热情讴歌

马克思的崇高精神和光辉思想，向我

们充分展示了马克思普通而又伟大、

短暂而又永恒的一生。

马克思是个大写的人。从年轻时

立志“为人类而工作”，到《共产党宣言》

的震撼问世；从呕心沥血写作《资本论》

等经典著作，到义无反顾投身和领导轰

轰烈烈的工人运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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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

格斯曾评价马克思：“没有他，我们至今

还会在黑暗中徘徊。”习主席在讲话中

也盛赞：“马克思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

劳动人民的革命导师，是马克思主义的

主要创始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缔造

者和国际共产主义的开创者，是近代以

来最伟大的思想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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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也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

他把“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作为座右

铭，热爱平凡、朴素而又富有朝气的生

活，赞美一切真诚、善良、美好的秉性，

希望每个人都能得到全面自由的发

展。在他身上，既有战士的坚毅品格，

又有学者的严谨作风，还有诗人的浪

漫气质。马克思重视友情，他与恩格

斯的革命友谊长达40年，“超过了古人

关于人类友谊的一切最动人的传说”；

他关心同志，无私资助革命事业，即使

在自己生活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尽

最大努力帮助革命战友；他忠于爱情，

把燕妮视为“心中的蓝天和太阳”，谱

写了理想和爱情的命运交响曲。

高尚人格成就伟大事业。爱因斯

坦曾说：“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

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

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

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

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如果说马克

思主义是一部“有字之书”，彰显的是

真理力量；那么马克思一生呈现的信

念、风骨、胸襟和情怀，就是一部顶天

立地、有血有肉的“无字之书”，体现的

是人格力量。马克思在他的高中毕业

作文中这样写道：“我们的幸福将属于

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

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

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

热泪。”为了人类解放的崇高理想，马

克思颠沛流离而初心不改、贫病交加

而矢志不渝；为了创立科学理论体系，

马克思毕生忘我工作，付出了常人难

以想象的艰辛；为了改变人民受剥削、

受压迫的命运，马克思满腔热情、百折

不挠，始终站在革命斗争最前沿。正

是这种崇高信念、坚定意志和不懈奋

斗，成就了他的伟大人生，也值得我们

永远传承、发扬光大。

“哲人其萎，思想长存。”今天，马

克思依然被公认为“千年第一思想

家”。对马克思最好的纪念，就是要一

以贯之地学习马克思，一以贯之地学

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我们既要学精

马克思主义这部“有字之书”，又要悟

透马克思这部“无字之书”；既要学好

马克思的思想和理论，又要尊崇马克

思的人格和精神；既要运用马克思主

义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又

要以马克思为导师、楷模和榜样，努力

成为新时代的见证者、开创者、建设

者，把自己锻造成为“四有”新时代革

命军人，切实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

新时代使命任务。

顶天立地的伟人 有血有肉的常人
—一论习主席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本报评论员

本报讯 为配合做好预备役部队调整改革研究论证工作，征集广大官兵的意见建议，近日依托强军网开设“预备役部队调
整改革意见箱”（强军网www.qjw.jw/）。

欢迎广大官兵积极建言献策，提出真实、客观、具体、明确的意见建议。有关部门将认真汇总梳理，深入研究分析。

“预备役部队调整改革意见箱”开设

5月4日，第75集团军某旅组织直升机实弹射击训练，检验飞行员低空飞行和精准打击能力。 吴 姚摄

真理的力量穿越时空，思想的光芒
无远弗届。

当前，全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正以高昂
热情，学习讨论习主席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大家表示，
坚决落实习主席要求，真正把马克思主义
这个看家本领学精悟透用好，以更加昂扬
的斗志、更加有为的姿态，为实现强军目
标、建设世界一流军队贡献力量。

没有一位思想家像马克思这样，既
解释了世界又改变了世界；没有一种理
论像马克思主义这样，既回应了时代又
引领了时代。今天，正在驻京部队调研
的陆军勤务学院军事设施系几名师生利
用休息时间围坐在一起，畅谈学习习主席
重要讲话体会。曾荣获军队科技进步一
等奖的该系教授康青说，马克思主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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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人类思想史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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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不愧是公认的“千
年第一思想家”。

马克思主义至今依然是具有重大国
际影响的思想体系和话语体系。海军大
连舰艇学院政治军官教育培训部马克思
主义理论教研室教员们在学习讨论中谈
到，从《共产党宣言》发表到今天，170年
过去了，人类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但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
个来说仍然是完全正确的。作为军队的
理论工作者，我们要不断深化马克思主
义经典著作研究阐释，推进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让马克思主义在
新时代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
理力量。

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博大精深、常
学常新。第 79集团军某旅旅长李莹谈

到，习主席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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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把读马克思主义经典、
悟马克思主义原理当作一种生活习惯、
当作一种精神追求，不断从中汲取科学
智慧和理论力量。

对待科学的理论必须有科学的态
度。全军优秀指挥军官、曾经参加过
“9·3”阅兵的火箭军某旅副旅长李少
刚，与官兵交流学习体会时，回顾中国革
命、建设、改革波澜壮阔的历程后发自内
心地感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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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化大众化是完全正确的。
（下转第二版）

把马克思主义这个看家本领学精悟透用好
—全军和武警部队官兵认真学习讨论习主席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党的十九大刚一闭幕，中国科学
院院士、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
研究员吴祖泽的实验室就迎来两位十
九大代表——

他们是王福生和哈小琴，同是吴院
士的学生，同在这个实验室学习和工作
过。师生热议十九大，年逾八旬的吴院
士兴奋地说：“十九大确定的强军时间
表鼓舞着每一个人，我们要在自己从事
的领域努力跟随科技兴军时代步伐！”

两位学生明白吴祖泽院士此番话的
深意。这番话，不仅折射了吴院士一生
矢志强军报国的追求，还饱含着老师对
学生投身新时代强军事业的深深期许。

上世纪 50年代，中国决定发展原
子能事业、研制原子弹。吴祖泽最初的
工作，就是铸造核放射伤害医学防护
“盾牌”。他从放射系调入生化系工作，
为研制个人辐射剂量仪又调去物理研

究室，为了基础研究需要再调回生化研
究室……“我们这代人中有不少人，一
开始并不是根据个人兴趣去选择职业，
祖国和人民的需要就是我们的选择。”
每每回顾自己的科研生涯，吴祖泽院士
总是自豪地说，“我很幸福也很幸运，将
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紧紧相连。”

1970 年的一天，我国生理学界泰
斗朱壬葆院士看到同在图书馆查阅资
料的吴祖泽，便将手中一份国外文献
递到这个年轻人手上：“这篇关于造血
干细胞和辐射损伤的报道，很值得注
意。”在研读中，吴祖泽敏锐地意识到
了造血干细胞在放射病治疗及损伤修
复中的重要意义。

国际上对造血干细胞的研究已经
取得了重要进展，而我国当时在这个
领域的研究还是空白！从此，吴祖泽
将科研主攻方向由辐射生物化学转向

放射病的实验治疗。
1973年，吴祖泽远赴英伦，在血液

学家莱特教授的指导下进修造血细胞
动力学。

在英国实验室进行的观摩与体
验，让吴祖泽惊叹不已，他下定决心：
要把学到的东西写成书带回祖国！
（下转第三版）

上图：吴祖泽近照。

用智慧开掘生命之泉，用担当书写报国之志，
被誉为“中国造血干细胞之父”的吴祖泽院士—

我的幸福与祖国紧紧相连
■本报特约记者 庄颖娜 记者 邵龙飞

本报讯 郭晓航、特约记
者海洋报道：日前，在第79集团
军某旅工作讲评中，旅领导对
照《集团军领导机关抓建基层
工作任务清单》中的人才培养
计划，对各专业骨干培养情况
进行全面盘点，并就如何做好
人才队伍建设进行具体部署。
“清单对党委机关抓建基

层的职权程序、工作标准作出规
范，并对具体工作情况进行研究
细化，提高了抓建基层的针对
性。”该集团军领导介绍，部队调
整改革后，基层在建设发展中面
临各类新情况，产生诸多新问
题。为此，他们以上级相关文件
为依据，围绕4个方面60项基层
工作列出抓建清单，将各项工作
的时间细化、指标量化。
“要求各单位搞好专业骨

干调剂补充，为警戒勤务、工程
防化等多个新组建专业建立定
向合作培训机制”……记者翻看
清单，诸如如何解决新质战斗力
人才紧缺等问题，都有具体措施
建议，可操作性较强。

围绕改革后新的编制编成、
新的运行机制、新的能力需求，
清单对基层工作进行精细规范，
既是营连的“施工图”，又成为官
兵的“成长图”。前不久，在按照
清单要求开展党员骨干承诺践
诺活动时，某旅侦察连士官党员
刘霸郑重承诺“带领全排在阶段
性考核中达到 90%优秀率”，经
过努力实现诺言后，这项内容被
写进他的“党员承诺档案”。旅
政治工作部主任赵洋说，形成有
诺必践的良性循环，才能督促党

员不断成长进步，并使组织更加坚强。
拉单列表精准落实，让机关主动抓建、基层自主抓建的意

识更强，工作更有章法。记者了解到，组建以来，集团军已累计
组织120余名领导干部、多个机关科股与基层单位挂钩帮带，组
织各级领导机关数百人次当兵蹲连、蹲点帮建，对营连党委支
部、干部队伍进行常态一线指导，基层建设发展基础不断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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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特约记者蔡瑞金、杨永刚
报道：近日，火箭军、基地、旅团三级数百
名政治工作机关干部走进实弹发射、驻
训演练等重大任务一线，跟进融入服务
备战打仗，有效促进任务完成。

火箭军各级政治工作机关紧紧围绕
备战打仗谋划展开各项工作，制订下发
跟进重大演训任务意见。按照“每年三
分之一、三年轮一遍”要求，各级抽组政

治工作机关干部，综合任务性质、部队需
求等情况编设政工组，参与作战方案制
订、作战数据完善、特情处置研练等，提
升各级政治工作机关干部能打胜仗本
领，增强服务练兵备战能力素质。

为充分展示政治工作服务备战打仗
的威信威力，火箭军要求各级政治工作
机关干部按照“两个行家里手”等要求，
学透创新理论、学好本职业务、学精军事

指挥、学懂武器装备、学深人文知识，参
与各类应急应战针对性演练，提高筹划
开展战时政治工作能力。新型导弹列装
后，某旅政治工作部保卫科科长李修建
多次参加装备拉动、实装操作和模拟发
射任务，全程参与政治工作方案预案修
订，提高了服务备战打仗的军政素养，在
前不久的旅参谋“六会”技能考核中名列
前茅。

火箭军三级政治工作机关增强服务备战打仗能力

干部参训研训有了“硬指标”

本报讯 杨明义、特约记
者王传峰报道：解决屯垦部
队抓建往哪走、谁来抓、怎么
干的问题；严把入队关口，促
使民兵整组向质量效能型推
进……今年以来，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军事部引导官兵稳
心定神勇于担当，积极投身
建设“一流屯垦部队、一流民
兵队伍”目标，打造安边固疆
“稳定器”。

该部新编单位点多线长，
调整交流官兵成分多样，随着
国防和军队改革深入推进，逐
渐显露出合编合心不充分、交
流官兵干劲不足等问题。为
此，该部党委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强军思想，围绕打造
“双一流”目标，在团以上党委
机关开展“迈入新时代、把握
新要求、展现新作为”专题教
育，引导各级细化目标任务，
拉出时间表，明确责任人；召
开“双一流”推进会，分析形
势、研讨交流、立标定向，建立
周督导检查、月通报讲评制
度，引导官兵聚焦“双一流”目
标增智强能。

该部政委廖正良介绍，从
某红军师交流到兵团第三师
人武部某独立营任教导员的
郭成乾，自觉秉承“沙海老兵”
敢让荒漠变绿洲的艰苦创业
精神，很快从“门外汉”变成
“专业通”，研创多种新装备训
法战法。调整到兵团某部人
武部任政委的张波，一个月内
跑遍所属单位，针对新入队民
兵专业技术人员增多等情况，

探寻融合发展路径，成效明显。
走进新时代，该部所属师人武部系统呈现新风貌。第

六师人武部积极开展共护民族团结、共创五好家庭、共建基
层组织等活动，被新疆军区推广；第十四师人武部 100名官
兵临时担负 10多个点位的执勤任务，面对恶劣生活条件，风
餐露宿1个多月，圆满完成任务，受到当地政府和群众称赞。

新
疆
生
产
建
设
兵
团
军
事
部
引
导
官
兵
稳
心
定
神
勇
于
担
当

安
边
固
疆
展
现
新
作
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