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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
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一以贯之的
核心。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然有着
深厚的人类情怀。

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秉承中华文
明“世界大同”“和合共生”理念，站在
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高度，倡导并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赋予马克思
主义以新的时代内涵。

为全人类谋幸福，是马克思主
义理论的价值基础；实现“自由人
的联合体”，是马克思始终如一的目
标。

目睹劳苦大众的悲惨命运和资
本主义社会的种种不公，马克思提出
了自己憧憬的理想社会：消灭剥削和
压迫，建立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
在那里，人们利益相融、互为依赖，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
发展的条件”。

古往今来，过上幸福美好生活始
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梦想。中国圣贤
憧憬“大同社会”，古希腊哲人期盼

“理想国”，而马克思“自由人的联合

体”思想从哲学和科学高度，为实现
这一理想指明了方向。

100 多年后的今天，马克思超
越民族、国家，以全人类福祉为依
归的“联合体”思想依然启示着世
界。

“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
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
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的命运共同体。”2013年3月，莫斯
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面向世
界提出“命运共同体”理念。

当今时代，人类创造出前所未有
的灿烂文明，但也面临着和平赤字、
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恐怖主义、气候
变化、贫富差距依然是威胁人类的紧
迫问题……

英国《金融时报》副总编马丁·沃
尔夫得出结论：共同体理念反映了今
天的现实，没有全球共同体，人类造
成的危害将失去控制。

面对全球性的现实挑战，人们愈
加认清一个道理：任何国家都不可能
独善其身。人类社会迫切需要超越传

统国家和民族隔阂，构建一个共担时
代责任、共享发展成果的“真正的共
同体”。

人类社会向何处去？世界前途在
哪里？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
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
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
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
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中国方
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
赢共享。”2017年1月，联合国日内瓦
总部，习近平主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世界发展
和人类未来正确方向，在全世界引起
广泛而强烈的反响和共鸣。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根植于“世
界大同”“和合共生”的中华传统文化，
是对马克思“自由人的联合体”思想的
继承和发展，体现了中国将自身发展
同世界共同发展相统一的天下胸怀和
大国担当，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
的重大成果。

作为通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
要途径，中国提出并践行“一带一
路”倡议，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
时，为世界其他国家带来发展机
遇，提供发展思路，搭建合作共
赢、共享发展的平台。

计利当计天下利。幸福应是全人
类共同的感受。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遵循人类社会
发展规律和全球化潮流，合历史之
法、时代之理、现实之需、未来之势，
如今已被写入联合国相关决议，上升
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成为指引人
类社会共同发展的鲜明旗帜。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总干事穆
勒评价，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在
世界上落地生根”。

上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入中
国。历经百年艰苦卓绝的探索和奋
斗，今天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
正顺应时代潮流，与各国共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必将为人类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据新华社北京5月3日电

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系列述评之三：

和合共生，同舟世界梦

5 月 2 日在英国
伦敦迪恩街拍摄的马
克思故居。 新华社发

连日来，5集通俗理论对话节
目《马克思是对的》热播。这档浸润
理想情怀、洋溢青春气息的节目，带
着观众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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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时代的脉动，激发前进
的动力，受到社会各界好评。

真理的伟力穿越时空

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共命
运，关注和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
重大课题，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
活力的奥妙所在。

“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永远不
会过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出的
累累硕果，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
的真理力量。”收看《马克思是对
的》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思政教
研中心副主任朱进东教授说，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
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

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
理的精神追求真理。

“我们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
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到现
实工作中。”国家开发银行吉林省
分行副行长张兆义说，一代代共产
党人正是不断用科学理论武装头
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
进，才开创了现在的美好局面。

“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教条
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丰
富。”海南省三亚市民政局公务员
黄兴收看《马克思是对的》后表示，
党员干部要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
经典著作，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
论素养，要通过学习领会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
思想理论的“定盘星”、坚定理想信
念的“主心骨”、筑就“四个自信”的

“压舱石”。

人格的魅力直抵人心

收看《马克思是对的》后，23
岁的首都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曹
元说，马克思在青年时期就树立了
为人类而工作的远大理想，并为了
理想不懈奋斗，是当代青年的学习
榜样。

作为一名从事马克思主义理
论教学的青年教师，南京大学哲学
系助理研究员张义修把《马克思是
对的》比作一堂“高配”的思政公开
课。张义修说，这个节目表现形式
新颖、思想定位高，把很难讲清的
文本、理论变得生动可感，集中体
现了马克思为科学研究和革命事
业忘我奋斗的崇高精神，为青年一
代提供了一个重新认识马克思的
机会。

“马克思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蕴含着巨大的力量，激励我们在新
时代脚踏实地，有干劲、有作为。”
吉林省吉林供电公司总经理贾宏
智说，现在正是工程施工旺季，我
们正在“压实”党员领导干部责任，
在电网项目建设上抢先抓早、真抓
实干，确保尽快投用，发挥效能。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马克
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显示出越来越
旺盛的生命力和越来越强的现实
意义。”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
教授魏婕说。

清华大学助理教授龙治铭曾
在法国求学 8年。他说，在西方主
流经济学家中，对马克思主义的认
知从敌视到研究、再到最终折服的
例子很多。

“作为青年学者，我们应该学
习马克思的治学精神，以更开阔的
视野，更严谨的态度，充分汲取其
他学科的先进成果，以马克思主义
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更加深入研究
中国问题，让更多人认识中国、了
解中国、喜爱中国。”龙治铭说。

使命的呼唤催人奋进

“年轻时看着贫苦百姓分得田
地后兴奋的样子，我更加深刻体会
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与伟大，更加
坚定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的理想信念。”井冈山革命博物馆
原馆长毛秉华已是 89岁高龄，却
清晰记得自己入党的日子。观看

《马克思是对的》后，老人在回忆与
现实的鲜明对照中感慨万千。

毛秉华说，从第一个农村革命
根据地到率先脱贫“摘帽”，井冈山
的两个“第一”不是巧合，而是中国
共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必然
结果和最好见证。

“我们的国家发展这么好，正
是因为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中
国共产党的使命担当。”谈起自己
的观后感，海南省定安县多校村村
民孙衍吾深有感触地说，海南从过
去的封闭落后变成像今天这样美
丽、充满活力，老百姓也在这个伟
大的时代，抓住机遇，实现梦想。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
满园。

“中国共产党不仅领导中国实
现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也为人
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贡献中国
智慧和中国方案。”亲身参与“一带
一路”建设，陕西杨凌现代农业示
范园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崔卫军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
念和情怀有着更为真切的体会。

“‘一带一路’为人们带来获得
感，不断把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变成现实。一代人有一代人的
使命，我相信通过每一个人的努
力，中国梦、世界梦的宏伟愿景终
将实现。”崔卫军说。

据新华社北京5月2日电

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记
者找寻这位伟大思想家在巴黎留
下的足迹，在时光流淌的印记中
感受他的思想力量。

青年时代的马克思辗转于欧
洲多国。1843年 10月至 1845年 2
月，他居住在巴黎。

1843年 10月，新婚不久的马
克思与妻子燕妮迁居巴黎，住在
塞纳河左岸（今巴黎 7区）瓦尼乌
街23号。

今天，瓦尼乌街已是一片居
民区，安静祥和。站在瓦尼乌街23
号对开的木门前，透过玻璃向里
望去，一条过道深邃，引向通往住
户的楼梯。

思绪沿着这条过道，回到175
年前：25岁的马克思与挚爱的妻
子燕妮来到这里，为了心中的信
念，不断求索。

在巴黎居住的那段日子可以
说是马克思思想不断转变并趋向
成熟的时期。在这里，马克思撰写
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也称

《巴黎手稿》，这份手稿直到马克
思逝世多年后才被发表。《巴黎手
稿》也被视为马克思科学世界观
的开端，为他日后思想体系的形

成提供了根据和源泉。
1845 年 2 月，马克思被驱逐

出巴黎，迁往比利时布鲁塞尔。
马克思在巴黎留下的足迹

中，有一个有着特别重要的历史
意义。

1844 年 8 月，马克思与恩格
斯在圣奥诺雷街 161号雷让斯咖
啡馆会面。从那时起，他们成为了
肝胆相照的革命战友，并肩战斗，
共同研究科学社会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撰写《神
圣家族》，批判青年黑格尔派主观
唯心主义，深入阐述历史唯物主
义，提出人民群众在历史中起决定
作用这一重要历史唯物主义原理。
这部著作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共
同制定无产阶级世界观理论基础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过程中的重要理论成就。

再度开张的雷让斯咖啡馆地
处圣奥诺雷街167号。走进这间咖
啡馆，记者仿佛回到当年：马克思
与恩格斯一边下棋，一边交谈。

探寻马克思的巴黎足迹，还
有一个不得不去的地方，便是著
名的拉雪兹公墓。

拉雪兹公墓，平静肃穆，片片

花瓣被微风卷起，轻轻落在公墓
的砖石路面上。

马克思的大女儿、二女儿、两
个女婿和其他一些家庭成员葬在
这里。马克思的两个女婿都是巴
黎公社运动成员，二女婿还把马
克思的重要思想文献《法兰西内
战》译成了法文。

马克思虽未参与巴黎公社运
动，但是该运动对他理论思想形
成起到重要作用。

1871 年 5 月，巴黎公社运动
遭到镇压。两天后，马克思在位于
伦敦的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上宣读
了《法兰西内战》。在这部文献中，
马克思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和
教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
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
说，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无产阶级
国家政权建设的思想。

从瓦尼乌街 23号，到雷让斯
咖啡馆，到拉雪兹公墓，踏着这条
寻访之路，马克思的足迹让我们
清晰感受到这位伟人的力量。他
的思想光辉改变了世界，并照耀
着我们今天的道路，让我们不忘
初心，砥砺前行！

新华社巴黎5月2日电

马克思
珍贵原始手稿
在南京展出
新华社南京5月3日电 3日，

《风云激荡 200年——纪念马克思
诞辰200周年历史文献展》在南京
大学美术馆开展。本次展览以马
克思的生平档案和历史文献为基
础，其中我国收藏的唯一一份相
对完整的马克思原始手稿首次与
公众见面。

展览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诞生”“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
发展”“剩余价值的发现”“马克
思晚年的生活和探索”“马克思主
义在传播中发展”五个阶段，通
过一批实物与档案文献立体化呈
现了马克思主义形成发展至今风
云激荡的200年历程。

其中，一份马克思原始手稿
备受关注。据了解，该手稿为

《布鲁塞尔笔记》 中的第四本笔
记本，原有 30 张纸 60 页，展出
的有 27 张纸 54 页，其中 49 页写
有字迹。手稿主体部分写作于历
史唯物主义形成的 1845年，为马
克思对斯托奇、平托、柴尔德等
经济学家著作的摘录。手稿还包
括 1861 年至 1863 年间马克思关
于剩余价值的数学算式和家庭账
目笔记。据此可推断，马克思在
写作 《资本论》 过程中使用了这
一笔记本。经辗转流传，目前该
手稿由江苏弘阳集团董事长曾焕
沙先生收藏。该手稿的纸张和笔
迹经德国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
和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
究所专家鉴定，为目前中国收藏
的唯一一份相对完整的马克思原
始手稿。

此外，展品还包括由中国美
术馆馆长吴为山所作的 《马克
思》 雕塑，江苏书法家孙晓云、
王卫军、谢少承、张守跃、黄继
革联合创作 《共产党宣言》 书法
长卷，马克思在伦敦创作 《资本
论》的书房和座椅的复原场景等。

本次展览系江苏省纪念马克
思诞辰20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由
江苏省委宣传部主办。展览将持
续至6月3日。

位于曼彻斯特市区的科学
与工业博物馆，讲解员操纵着
老式纺织机，试图再现 19世纪
棉纺厂的场景：织布车间机器
嘈杂无比，工人们听不见其他
声音；纺纱车间里又闷又热，童
工们冒着生命危险在机器下方
用手把断了的线头接起来；梳
棉车间尘絮飞扬，许多工人患
上呼吸系统疾病和眼部疾病。

“这让我想起老祖母，她给
我们讲过她在棉纺厂工作的经
历，”一位老者向记者感叹，“许
多曼彻斯特人的祖辈都有这样
的经历和回忆，那真是人类历
史上黑暗的一章。”

今年 5 月 5 日是马克思诞
辰200周年纪念日，英国作家兼
导游乔纳森·斯科菲尔德为此
策划了专题游览——带领游客
沿着当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在曼
彻斯特活动的足迹，重温这座
全球首个工业化城市与共产主
义之间的历史渊源，探索马克
思理论对现世的启迪。

200多年前，作为工业革命
发源地，曼彻斯特最早把蒸汽机
成功运用于纺织行业。产自海外
的棉花被源源不断运到这里，而
后在大大小小的纺织厂内被加工
成产品，再通过火车、轮船销往世
界各地；农村居民纷纷到城里寻
找工作，机器日夜不停运转，浓烟
从林立的烟囱中涌出……曼彻斯
特也因此被称为“棉都”。

1845 年夏天，马克思第一
次来到曼彻斯特，拜访因家族
生意而被派往这里管理棉纺织
厂的恩格斯。在这里，他们走遍
大街小巷，目睹了“棉都”繁华
背后，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工人
的悲惨境况。

“这里是马克思和恩格斯
非常熟悉的地方，当年是曼彻
斯特最贫穷、最糟糕的贫民窟
所在地，聚居着从爱尔兰来的
大量穷苦工人，”在曼彻斯特市
区名为“小爱尔兰”的地方，斯
科菲尔德向记者介绍说。

斯科菲尔德说，“小爱尔
兰”当年霍乱、伤寒流行，死亡
率极高，马克思在这里深深震
惊于“肆无忌惮、冷血无情的资
本主义”。

同时，曼彻斯特工人阶级
早期表现出民主意识的觉醒，
也帮助马克思树立了联合无产
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追求
共产主义的信心。

“工业化城市带来可怕的
问题，迫使工人阶级开始自觉
寻求民主。马克思和恩格斯惊
讶地发现，早在 19 世纪 40 年
代，在曼彻斯特一个纺织厂区，
每到周日，3000多名工人从厂
里出来，坐在路边谈论政治、社
会和文化。工人们把宗教歌曲
或赞美诗改为世俗歌曲，唱出
他们希望联合力量改变社会现
状的心声，”斯科菲尔德说。

工业城市的发展和无产阶
级的命运吸引着马克思多次造
访曼彻斯特。除了社会调查，马
克思和恩格斯还时常去市中心
的切塔姆图书馆研读政治经济
学书籍。当年他们伏案研读用
的橡木书桌，至今仍完好地存
放在阅览室里。

年近六旬的切塔姆图书馆
管理员弗格斯·怀尔德告诉记
者，在这张书桌旁，马克思与恩
格斯查阅大量资料，展开思想
交流，酝酿了包括《共产党宣
言》在内的诸多经典。两位革命
导师曾阅读的书籍原件如今仍
然可以在图书馆书架上找到。

虽然当年马克思、恩格斯
探访过的纺织厂和“小爱尔兰”
贫民窟已不复存在，但马克思
的思想和共产主义理论仍然在
英国这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引
发回响与共鸣。

“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关注
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仅因为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意义，
更在于其日益凸显的现实意
义。”怀尔德说。

斯科菲尔德认为，无论是
从学术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理
论，还是探寻马克思在曼彻斯
特的足迹，都能让人深受启迪，

“马克思的思想和事迹至今依
然会激发真实的共鸣，赢得年
青一代的欣赏。” 据新华社

英国曼彻斯特5月2日电

马克思雕像马克思雕像

4 月 16
日，在英国
曼彻斯特的
切塔姆图书
馆，参观者
在马克思和
恩格斯曾使
用过的书桌
上 翻 阅 书
籍。

新华社发

汲取真理力量
赓续奋斗使命

——通俗理论对话节目《马克思是对的》引起热烈反响

在巴黎感受马克思的思想力量

“他的思想至今依然能激发人们共鸣”
——探寻马克思的英国足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