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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恒的真理 时代的篇章
——写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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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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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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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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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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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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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在全市上下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全国两会期间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根
据市委要求，市委宣传部于近期组织相关
领导、代表委员、专家学者集中开展了专题
宣讲。目前，市级宣讲团宣讲工作已经全
部结束，区县宣讲团仍在持续开展中。截
至4月25日，全市共开展各级各类宣讲活
动4330场次，直接受众达103.74万人次；
其中市级宣讲团成员宣讲219场，直接受众
达7.52万人次，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深学细研、融会贯通，突出
重点、讲透讲准

全国两会圆满闭幕后，市委宣传部依
托市委讲师团组建市级宣讲团，成员包括
部分在渝全国人大代表、住渝全国政协委

员、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市委党校、高
等院校、社科理论界专家学者共41人。各
区县参照标准组建本级宣讲团。

宣讲团成员纷纷表示，要带着使命、带
着责任、带着感情开展宣讲，严格遵守政治
纪律与廉洁纪律，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与
使命感完成此次宣讲任务。

宣讲团成员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全
国两会期间系列重要讲话尤其是参加重庆
代表团审议时重要讲话精神、市委五届四
次全会精神及市委书记陈敏尔的讲话精
神，反复研读、学深学透，在市委统一印发
的《宣讲提纲》基础上，结合宣讲单位的实
际，围绕干部群众热切关注的理论和现实
问题，精心准备讲稿，提升宣讲的针对性和
实效性。

3月22日，全国人大代表、江北区观音
桥街道办事处原调研员马善祥在江北区行

政服务中心，为800多名党员干部作了一堂
生动的全国两会精神宣讲。

虽然已有30多年从事群众工作的经
验，但是作为新当选的全国人大代表，老马
还是“新人”。为了作好宣讲，全国两会伊
始，老马就在心里盘算：从什么角度，以什
么方式把全国两会精神带回重庆，带到老
百姓身边？

为此，老马足足写了一整本笔记，大约
有4万字，提炼了20多个观点，他要结合多
年基层工作经验，用最通俗的话语，最生动
的案例，将全国两会精神原汁原味地传达
给身边群众。

3月26日，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重庆
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微纳制造与系统集成
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史浩飞向该院科技工
作者宣传全国两会精神。讲到高质量发
展、建设创新型国家等要点时，史浩飞激励

在座的科技工作者结合自己的科研项目，
在智能化、大数据等领域进行深入挖掘，结
合“三大攻坚战”和“八项行动计划”，贯彻
落实全国两会精神，作出切实贡献。

近段时间来，市级宣讲团全体成员以
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参与到宣讲工
作当中，并高质量地完成了整个宣讲任务，
围绕习近平总书记两会期间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做到了“四个讲清楚”：讲清楚习近平
总书记对重庆事业发展的高度重视和亲切
关怀，讲清楚习近平总书记对做好重庆工
作的总体要求，讲清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的重要要求，讲清楚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法治和德治的重要指
示，防止片面性、简单化，防止跑调走样，确
保了宣讲的基本内容、基本观点与中央和
市委的精神高度一致。

（下转2版）

推动重庆各项事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力前行

我市广泛开展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两会期间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宣讲
本报记者 张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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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5月6日评论员文章 新华社北京5月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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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5日，在马克思诞
辰 200 周年之际，由市委
宣传部主办的《马克思画
传》图片展在重庆中国三
峡博物馆开展。展览用
434幅图片真实地呈现了
马克思波澜壮阔的一生。

记者 魏中元 摄
（详见2版）

434幅图片
再现马克思
人生轨迹

全长1650米 主跨600米

双塔双索面五跨连续钢箱梁自锚式悬索

由69段钢箱梁组成

单段最重达408吨

首段钢箱梁于2017年2月13日吊装

历时14个月安装完成

7项施工技术获国家发明专利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5月5日凌
晨，随着鹅公岩轨道交通环线专用桥（简称
鹅公岩轨道专用桥）最后一段钢箱梁安装
完成，标志着世界最大跨度的自锚式悬索
桥在长江上顺利合龙。

此前的施工“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重庆日报记者从中国铁建大桥局和市轨道
集团获悉，在静等“东风”10天之后，5月5
日凌晨，这“东风”终于来了：在天气和气温
达到最佳吻合（天气晴好，气温 20℃）条件
下，5:58，施工工人将鹅公岩轨道专用桥合
龙段最后一段钢箱梁精准对位安装成功，
实现了全桥顺利合龙。

“误差不到3毫米，可以说是精准对
接。”中国铁建大桥局鹅公岩项目经理高学
文表示，为最大程度地减少误差，建设方中
国铁建大桥局用10天的时间对全桥进行监
测，收集温度、合龙宽度、斜拉索力、高程等
相关数据。

“受物体热胀冷缩原理的影响，气温每
上升一度，钢箱梁就伸长7毫米。”高学文表
示，经过10天的监测后，4日下午他们着手
吊装最后一段钢箱梁，并将合龙时段的温
度设定为20℃，即5日凌晨5点左右实施合
龙的最后对接工作。最终经过现场多次调
整、校对，5日5:58，实现了钢箱梁与桥两边
精准对接。

鹅公岩轨道专用桥由69段钢箱梁组成，
单段最重达408吨，首段钢箱梁于2017年2
月13日吊装，历时14个月安装完成。大桥

全长1650.5米，主跨为600米的五连跨钢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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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跨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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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学文表
示，同时施工时还要确保公路桥正常通行

和长江航道正常通航等，这也给施工带来
了世界级难题。

“鹅公岩轨道专用桥的施工技术就像
是‘负重走钢丝’‘刀尖上起舞’。”有专家
表示。为此，中国铁建大桥局与市轨道集
团联合国内知名科研院所对大桥施工开
展了科技攻关，其中7项施工技术获得国
家发明专利。

“鹅公岩轨道专用桥是重庆轨道交通环

线的最大重点和难点工程。”市轨道集团介
绍，轨道交通环线全长50.8公里，共设33座
车站，串联起重庆北站、重庆西站等城市主
要客流集散点，今年底东北环（重庆图书馆
站至重庆北站南广场至海峡路段）将建成通
车。剩余部分何时通车，目前尚未有确切时
间表，鹅公岩轨道专用桥顺利合龙为环线全
线顺利推进奠定了重要基础。

（相关报道见4版）

世界最大跨度自锚式悬索桥——

鹅公岩轨道交通环线专用桥合龙
为重庆轨道环线全线通车奠定重要基础

鹅公岩轨道交通
环线专用桥概况

（新华社发）

重庆旅游业如何打造高品质旅游、推动旅游
业高质量发展？“旅游热”的同时，也要“冷思考”。
五位专家热议——

都市旅游“国际范儿”的
正确打开方式

渝中夜景。 首席记者 崔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