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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恒的真理 时代的篇章
——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研讨会
引 言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说，共产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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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经典涵养正气、淬炼思想、升华境
界、指导实践。5 月 8 日，
区委党校、区党的建设研究会联合举
办永恒的真理、时代的篇章——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研
讨会，专家、学者、领导干部深度聚焦马克思主义强大生命力
和中国共产党人伟大创造力，为奋力打造新时代“奉贤美、奉
贤强”
新高峰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焕发出勃勃生机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马克思主义教研部主任、教授 于洪生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
辰 200 周年大会的讲话中从四个方

面科学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和
特征，为我们今后准确地掌握马克
思主义提供了科学遵循，是一篇马
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通过纪念
马克思诞辰活动，一是要加深理解
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马克思
主义是真理，
其真理性，
在于它为创
建人类文明的新形态提供了最坚实
的理论支撑，在于它具有实事求是
的理论力量、改变世界的实践力量
和与时俱进的生命活力；二是要加

深遂的思想 创新的实践
□奉贤区委宣传副部长 张文权

宣传文化部门是学习宣传马
克思主义的先行者，要追求真

理，做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的坚定
信奉者；要矢志不渝，做新时代
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传播者；要不
畏艰难，做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的
坚定实践者。
一是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推进
意识形态工作，做到理论宣传凝聚
共识，新闻宣传弘扬主流，社会宣
传引领大众，网络宣传占领阵地，
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
导地位。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上海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 朱 秋

学习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
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就要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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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代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
要坚定理想信念，
坚持“四个自信”，
增强“四个意识”，
统揽“四个伟大”，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锐意进取，埋
头苦干，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统一起
来、
同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统一起来，
像马克思那样，为共产主义奋斗终
身。
在当代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

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党委组织部干部 赵 倩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属于全人类
的，它超越时代，跨越时空，始终对

这个世界进行着整体性的关照，马
克思仍有当代价值。一是马克思主
义方法论的当代性。马克思主义方
法论的核心是矛盾分析法。十九大
对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更
正，正是我党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
的灵活运用，同时也充分体现了马
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当代价值。二是
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的当代性。今
天的中国共产党继承并发扬了这
一优良品质，
习近平说：
“对我来讲，

永远高扬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
□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袁秉达

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具有四大功
能：明方向、树形象、聚能量、强定力。中
国共产党建党 97 年来，一部党史就是不
断推进理论创新，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
旗帜的光辉历史。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真
正奥秘，就是一以贯之地高扬马克思主
义伟大旗帜，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
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深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习
总书记提炼出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
义九方面的内容，九方面内容构成
一个不可分割的完整体系，它们相
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每一
项都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
命息息相关，而贯穿其中的就是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
观和方法论；三是要更加善于学习
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共产
党人来说，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
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中国的历
史实际和革命建设改革的实际进行
认真研究，正确地解决历史中和改
革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

二是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开展
宣传教育，从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
思想中汲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动力，深入推进贤文
化、家文化、美丽文化、圆梦文化建
设，深入实施中华文化传承工程，
推进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真正使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脑入心。
三是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
群众思想教育工作。树立以人民
为中心的工作导向，紧扣群众思想
脉搏，把党的主张和人民利益有机
统一起来，多出群众满意的精神文
化产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精
神文化需求。

要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
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根本使命，尊
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坚持
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
践行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
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
中，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
系，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
奋斗目标，团结带领人民共同创造
历史伟业。
在当代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
要不断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最新成果，在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进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

人民把我放在这样的工作岗位上，
就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
置，
牢记人民重托，
牢记责任重于泰
山。
”
三是马克思主义人格理想的当
代性。
今天的中国是人民的中国，
今
天中国的成功就是人民的成功。四
是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当代性。马克
思主义的基本信仰是共产主义，人
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共产主义理想的
阶段性试验，如今得到世界范围内
的共识，可以说是实现马克思主义
理想过程中迈出的重要一步。

（孙 燕/整理 王菊萍/摄影）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独创性理论成果，
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取得了
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实现了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站起来、
富起来、
强起来的历史
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
义在中国摆脱落后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目标的最生动的实践。理论创新是
高扬理论旗帜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创了 21 世
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我们要在中国大
地上生动展现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人
类美好社会愿景，必须永远高扬马克思
主义伟大旗帜。

推动基层党建全覆盖 高质量创新发展
□奉贤区委组织部副部长 黄军华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坚持用
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
解读时代、
引
领时代，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
践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
作为组
织部门，
学习实践马克思主义，
就是
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
法，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
牢固树立“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聚焦党的十

九大作出的重大部署，紧扣上海加
快推进卓越的全球城市建设，立足
实现“奉贤美、
奉贤强”，
推动全区基
层党建全覆盖、
高质量创新发展。
一
是必须进一步强化思想建党，把马
克思主义这个看家本领学习好、掌
握好、
宣传好，
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
真功夫、
苦功夫，
一以贯之推进党的
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二是要加强组
织建设，
完善工作思路，
改进工作方
法，
创新活动载体，
使党的基层组织
永葆生机和活力。三是必须始终坚
持实践的观点，以改革创新精神推
进党的建设，找准基层党建服务改
革发展的切入点和着力点，把党的
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
势，以党建工作的高度、强度、力度
来推动“奉贤美、
奉贤强”
落地。

人的发展与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统一
□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杜仕菊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中，不断满足人民的美好生
活需要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内
在的统一性：美好生活是人的全面
发展的现实前提，而满足人民美好
生活需要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根本目标。这从根本上体现了
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取向和社会主义
的本质要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

的全面发展理论在新时代的现实发
展和具体体现。
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美
好生活需要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
性既取决于人的需要的多样性，又
取决于它的社会历史性特点。同
时，美好生活需要必须通过人的全
面发展才能得到实现。当然，要实
现两者统一最根本的条件在于充分
发挥人的创造性，
一方面，
人类通过
不断地创造，
改变外部世界，
满足人
的需要；另一方面，
通过不断创新需
要，
创造一个新的自我。人总是
“按
照美的规律”
来创造这个世界，
这不
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而是一个
不断创造的过程。因此，美好生活
需要的实现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
是在创造中实现的。

教学引领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奉贤区委党校学员工作部主任、高级讲师 康 平

一要强化党校是推进马克思
主义大众化领头雁的意识。宣传
普及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当代中国
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党校的中心工
作。全体党校人必须从党校大局
意识、党的意识、责任意识和使命
意识的高度，勇敢承担起推动当代
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使

命。二要深化教学体制改革，突出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培训。党校
应完善教学布局，明确把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设置为重点教
学单元，同时把学习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与提高干部的执政
能力和加强党性修养、与研究本地
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有
机结合进来，将理论体系的基本内
涵和精神实质作为重点贯穿在培
训全部内容、培训全过程之中。三
要发挥自身优势，不断提高党校教
师的理论素养。要加强课程开
发。党校教师要把马克思主义理
论教育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特别
是要把经典著作的现时代价值作
为重点，
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