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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
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
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当代中国
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
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
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

“国内外形势新变化和实践新发展，迫
切需要我们深入回答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
践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表示，推进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任务不是轻了，而是
更重了。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
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科学回答中国之
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在伟大
实践中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

这一伟大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
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
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新的飞跃。

坚持“两个结合”，实现新的飞跃

历史的进程从哪里开始，思想的进程
就从哪里开始。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
奋斗目标。”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同中外记者见面时这句朴素而郑重
的承诺，发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响亮
的誓言。

彼时的中国，行至一个新的历史关头，
面临一系列新的重大命题。

解决了温饱并总体实现小康，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有没有”转向“好不
好”；既要破解“发展起来之后”的烦恼，又
要迈过“进一步发展”绕不开的坎。

党的十八大闭幕不久，不到一个月时
间里，习近平总书记进行了两次国内考
察。一次，改革开放前沿广东，宣示“改革
不停顿、开放不止步”；一次，太行山深处河
北阜平，“看真贫、扶真贫、真扶贫”。

敏锐把握时代之变，抓住关系全局的历
史性变化，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这一重大政治论断，反映了我国社会
发展的客观实际，指明了解决当代中国发
展主要问题的根本着力点。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射新时代中
国之“的”，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统
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行
了许多具有开拓性意义的理论创造——

提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是
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发展；提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
基本经济制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
挥政府作用，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新发展；提出坚持
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发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运用马克思
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创造性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
义世界观方法论，以崭新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建构谱写了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
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
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
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

2021年3月，武夷山九曲溪畔，朱熹园。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品读传承千年的文化精粹，意

味深长地说：“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
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提出“文化自

信”，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
会上提出“两个结合”，习近平总书记以
高度的历史自觉和坚定的文化自信，深化
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规律性认
识——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汲取“民惟邦本，
本固邦宁”的民本理念；全面深化改革，彰
显“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变革精神；推动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秉承“道法自然”的天
人之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借鉴“天下
大同”“协和万邦”的和合智慧……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以中华文明为源头活水，从5000多年璀璨
文明中承继人文精神、道德价值、历史智慧
的精华养分，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特质融会贯通起
来，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的生动典范。

在全党全社会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
开之际，《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中
英文版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从第一卷到第四卷，这一著作集中展
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
果。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鲜明指出，党确
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
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
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
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
程具有决定性意义。

回望新时代10年伟大变革，正是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
下，我们采取一系列战略性举措，推进一系
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
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党和国家事业取得
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放眼21世纪思想星空，这一伟大思
想，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原创
性贡献，对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命力
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对推进人类文明进步
事业作出了世界性贡献。

回答时代课题，开辟崭新境界

北京市东城区五四大街29号，北大红
楼。

百多年前，思想的火花在这里汇聚成
激荡神州的风雷。

要不要马克思主义？以什么主义改造
中国社会？在一场场激烈论争、反复比较

中，真理的火炬高高擎起，照亮黑暗中的求索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

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
新时代给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新的历史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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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
——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

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解决当代中国问题，要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全新视野深化

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
律的认识。

大道如砥，坚定不移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
篇大文章写下去——

“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
路就是党的生命。”

回首党的十八大以来的非凡十年，我们更能体会到习近
平总书记这句话沉甸甸的分量。

2012年中国经济增速降至8%以下，经济社会发展一些
深层次矛盾显现，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
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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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科技大学南门而入，穿过一段富有怀旧色彩的校园林荫大道，一座矗立于校
园“文脉”之上的凝重浑厚的体育馆便出现在了眼前，这就是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近
日，该校2022级新生在这里报到，开启大学新生活。 王占奎 摄

“文脉”上的钢铁情怀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明两年高职院校扩招200万人2020年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改革完善高职院校考试招生
办法，鼓励更多应届高中毕业生和退役军人、下岗职
工、农民工等报考，今年大规模扩招100万人

2019年

这十年，那些非凡的教育事

我自幼患有先天性血友病，只
能在轮椅上度日。从 2007 年开始，
我便自学电脑知识，梦想着开网
店。2008年，我开设的第一家网店
插上互联网“e翅膀”起飞了，瓜蒌
籽、茶叶、葛根粉等产品，通过网
络走向远方。一年又一年，我的业
务不断扩大，不但还清了多年因病
欠的债，而且成为当地电商带头
人，先后帮助近千名贫困群众成功
脱贫。2020年，我被推选为全国劳
动模范。

业务不断发展，市场竞争也日
益激烈，加之计算机技术快速更
新，我那点半路出家学的知识不够
用了。1980 年出生的我年龄偏大，
又身患残疾，求学无门。正当我不
知如何是好时，2020年，国家出台
好政策，高职院校两年面向社会扩
招 200 万人。我喜出望外，在人生
的十字路口，又迎来了一个春天。
当年10月，我就读于安庆职业技术
学院潜山学院，系统地学习计算机
应用技术专业课程，将于 2023 年 7
月毕业。

在学校里学习，让我“打开了
一扇明亮的窗”。我知道了越来越多
的“互联网+”知识，学习的效率也
更高了。有了“加油站”，我自信我
能走得更远。我很快成立了安徽黄

勇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有模有样
地经营，亮出属于残疾人的农产品
品牌“皖源乡”。如今，我的网店年
销售额已近 300 万元。今年，一家
出口量大而且业务稳定的公司有意
与我公司合作，如果接下他们的订
单，我和我的残疾朋友们就有稳定
的业务可做了。

安庆职院是我的“加油站”，我
也想让更多的残疾人拥有持续前进
的动力。从2016年开始，我就被潜
山市残联聘为电商培训师，通过网
络授课、培训班讲课、家中教学等
形式，至今已累计义务培训 1 万余
人次。自从我在安庆职院参加学习
后，我的培训班教学质量大幅度提
高，去年和今年我办的残疾人电子
商务培训班、血友病残疾人与家属
电商培训班，受到学员和政府有关

部门的高度称赞。
现在，我成了远近闻名的“电

商人”，但我这个“商人”并不看重
赚钱多少，我的梦想就是身残志不
残，成为有一技之长的人才。让我
实现这个梦想的，是安庆职院和所
有教过我的老师。我自己尝到了学
习的甜头，也鼓励在我公司的另外3
人到安庆职院扩招班学习。这几
年，我还安排几名刚毕业的残疾大
学生带薪学习，成熟后推荐他们到
合肥等地工作。

我和我的团队都很清楚，未来
要走的路还很长，最重要的是要给
自己不断加油、充电，而安庆职院
是我和我的同事们遇到的最称心的

“加油站”。
（本报记者 钟伟 通讯员 潘发

生 采访整理）

高职扩招让我有了梦想“加油站”
亲历者：全国劳动模范、安徽黄勇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安庆职业技术学院2020级扩招生 黄勇

【关键词】

高职扩招

2019年至
2021年

全国高职院校3年累计扩招413.3万人

本报讯（记者 林焕新） 近日，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教育部、国家卫健
委、公安部印发《关于做好2022年
秋季学校食品安全工作的通知》，部
署各地有关部门全面做好秋季学校食
品安全各项工作，全力守住校园食品
安全底线，全心守护师生“舌尖上的
安全”。

《通知》要求，要进一步健全管
理机制，压紧压实学校食堂、校外供
餐单位主体责任和属地管理责任，督
促学校加强对食堂及承包者或委托经
营者的日常管理，严格落实食品安全

校长（园长）负责制和学校相关负责
人陪餐制度。

《通知》强调，要进一步突出工
作重点，强化风险隐患排查。对学校
食堂、校外供餐单位和学校周边食品
经营者开展全覆盖监督检查，加强对
中小城市和县、乡学校的食品监督抽
检。督促校外供餐单位和学校食堂严
格落实食品采购、贮存、加工、供
应、配送、餐（饮）具、食品容器及
工具清洗、消毒等各环节要求，健全
学校食品安全风险防控体系，重点强
化复用餐（饮）具监管。指导校外供

餐单位和学校食堂对采购的食品和食
用农产品严格落实进货查验要求，加
强进口冷链食品等重点食品原料管
理，推动采购的食品源头可追溯。

《通知》要求，要进一步强化宣
传教育，推进校园食安社会共治。持
续推进校外供餐单位和学校食堂“互
联网+明厨亮灶”等智慧监管模式提
质扩面，进一步规范学校校外供餐招
标管理。学校应为学生提供均衡营养
膳食，倡导减油、减盐、减糖，引导
学生珍惜粮食、反对浪费，践行“光
盘行动”。

四部门联合发文部署秋季学校食品安全工作

压紧压实管理责任 严格落实陪餐制度

本报讯（记者 蒋夫尔）新疆日前印发《关于进一步
破解瓶颈制约，推动自治区冰雪运动和冰雪旅游高质量发
展行动方案（2022—2025年）》提出，支持阿勒泰地区
中小学冬季每周开设半天高山滑雪、越野滑雪、速度滑
冰、冰球等课程，其他季节每周开设半天越野轮滑、滑冰
轮滑课程。推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尔塔拉蒙古自治
州、昌吉回族自治州、乌鲁木齐市等地中小学每两周至少
开设半天相关冰雪课程。到2025年，全区冰雪体育传统
特色学校达200所以上。

新疆将广泛开展全国大众冰雪季和群众冬季运动推广
普及系列活动，大力实施“冰雪进校园”工程，全区有条
件的学校冰雪体育课程开课率达到100%。据了解，新疆
将对成功创建冰雪体育传统特色的学校给予经费支持。

新疆冰雪运动进校园有着天然优势，乌鲁木齐市及北
疆多地学校，冬季气温低、降雪量大，操场上的积雪达到一
定厚度后，就可因地制宜修建越野滑雪雪道，供孩子们体
验。据悉，各有关地州市正着手制定相关计划，落实行动方
案要求，大力推广青少年冬季冰雪运动。鼓励以政府购买
服务方式，支持学校与社会机构合作开展冰雪运动，满足

“冰雪进校园”工程要求。成立青少年滑雪训练基地，助力
青少年上冰雪，积极推动冰雪运动进校园。

新疆大力实施“冰雪进校园”工程
推动部分地区中小学开设冰雪课程

本报讯（记者 周仕敏 通讯员 于丹）记者从广西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了解到，截至8月31日，广西各高中
学校已按照“录取一批、资助一批”的原则进行资助，共
发放大学新生入学补助832.76万元，资助4317名学生。

据统计，2022年广西脱贫家庭、监测户家庭、城乡
低保等特殊困难家庭中已达到录取分数线的考生6.1万
人，为了确保学生和家长熟悉资助政策，广西教育厅已于
8月下旬向上述所有考生及家长发送短信，提醒他们及时
办理助学贷款和相关资助。广西财政安排2000万元对今
年考上高校的大学新生给予500—1000元的短期生活补
助和路费资助，各市、县按照不低于自治区标准安排财政
专项资金对本辖区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进行资助，资助
标准根据当地不同情况从500—4000元不等。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广西全面实行续贷申请“线
上办理”和首贷申请“预约办理”模式，已拿到录取通知书的
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可以在户籍所在地学生资助管理部
门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目前已有58.51万名广西籍
大学生办理了助学贷款，申请贷款金额为55.52亿元，人均
贷款金额0.94万元，超过2021年助学贷款人数和发放金
额。此外，广西各高校正在做好秋季学期开学“绿色通道”
工作，确保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到校报到时畅通无忧。

广西确保困难大学新生安心入学
财政安排短期生活补助和路费资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