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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深刻指出，对
共产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
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强调党的
百年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是我们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最坚实的基础。总书记的话语，掷地有
声、坚定豪迈，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百年求索、百
年奋斗的内在关系，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沿着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这条唯一正确道路前进的坚毅和执着。

百年历程，许多人和事仍然历历在目，许多呐喊和高歌犹
在耳旁。走过风霜雪雨，创造人间奇迹，我们有义务用胜利告
慰先烈：社会主义没有辜负中国！我们有责任让历史告诉未
来：社会主义不会辜负中国！

（一）
历史的偶然中往往带着必然。19世纪40年代，古老的中

国被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中国命运从此进入前所未
有的悲惨境地。几乎是同样的年代，在资本主义发展方兴未
艾的欧洲，马克思、恩格斯开始了对科学社会主义、对人类解
放进步事业的伟大探索。

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积贫积弱、任人宰割。“四万万人齐下
泪，天涯何处是神州”。谭嗣同的这句诗，字字血泪、字字彷
徨。太平天国、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中国人
在黑暗中苦苦摸索救亡图存之路；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
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种种西方的理论和学
说都被引进作为强国富民的药方。一个个方案都试过了，却
又屡屡化为泡影。一条条道路都探寻了，却撞得头破血流。

“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列强横行、军阀混战，人
民水深火热，第一次世界大战更是戳穿了资本主义文明看似
美好的幻象。无数仁人志士一次次地用生命和灵魂发问：中
国的出路在哪里？民族的希望在哪里？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
是一场伟大的历史之约，这是一个郑重的历史之诺！封建社
会上千年来的枷锁太严密，非进行彻底的社会改造不能除旧
布新。帝国主义带给中国人的压迫太沉重，非动员几万万劳
苦大众的伟力不能与之相抗。

李大钊赞叹：“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
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陈独秀宣示：“十八世纪法兰
西的政治革命，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都对着
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家都要把他们当做人类社会
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年轻的毛泽东疾呼：“时机到了！世界
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
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

1920 年乍暖还寒的春天，29 岁的陈望道在老家浙江义
乌分水塘的柴房里，废寝忘食两个月，第一次完整译出了

《共产党宣言》，首印 1000 册即刻售罄，到 1926 年重印再版

达 17 次之多。先进的、不屈的中国人经过反复比较、反复
推求，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救国救民的道路，作为始终不
渝的志向。

1921年7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共产主义为奋
斗目标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诞生，胸怀着信念、嘱托和梦
想，在上海石库门的旭日里、在嘉兴南湖的碧波中毅然起航。
从此以后，社会主义的火种就在东方点燃，曾经困顿无望的中
国就有了方向！

（二）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员夏明翰在汉口被捕，英勇就义前

给妻子写信诀别：“抛头颅、洒热血，明翰早已视等闲。各取所
需终有日，革命事业代代传。红珠留着相思念，赤云孤苦望成
全。坚持革命继吾志，誓将真理传人寰。”在那些风雨如晦的
岁月里，像夏明翰这样为了共产主义信仰九死而不悔、坚信革
命理想一定会实现的烈士，何止千千万万。他们一旦认定了
信仰和主义，就再也没有彷徨过、动摇过，不惜用青春和鲜血
浇灌“共产花开”。

这个信仰和主义，闪耀着理想烛照人心的光芒。《共产党
宣言》描绘道：“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
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
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下转4版）

社会主义没有辜负中国
宣 言

□本报记者 王翔

随着《重庆市总林长令（第1号）》
的发布，从今年4月28日起至2022年
底，全市“四级”林长将携手聚力，针对
森林资源乱侵占、乱搭建、乱采挖、乱捕
食等“四乱”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整治行
动，标志着重庆全面进入林长“治山”时
代。

细数林长制在重庆的落地历程，从
率先试点到全面推行，从建章立制到齐
抓共管，林长制的实施对生态保护和绿
色发展的促进作用愈加凸显，山有人
管、林有人造、树有人护、责有人担，“四
级”林长真正成为一方生态卫士，共同
守护着巴渝巍巍青山。

建制：“四级”林长共治山

全面推行林长制是完善生态文明
制度体系的重大举措，国家提出到
2022年6月全面建立林长制，从根本
上解决保护发展森林等资源力度不够、
责任不实等问题。

重庆地处长江上游和三峡库区腹
心地带，是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最后一
道关口。为破解山林资源保护过程中
面临的部门各自为政、部分地方生态保
护意识不强等问题，2017年重庆决定
率先启动林长制试点。

“我们通过‘制度设计+基层探索’
相结合的方式，总结经验，推动林长制
的试点和推广。”市林业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2017年12月我市在南岸区率先
启动林长制试点，2019年7月进一步
总结经验后，试点范围扩展至全市15
个区县，覆盖了主城“四山”以及三峡库
区和大巴山、七曜山、大娄山等生态敏
感区，构建起市、区（县）、镇（街）、村（社区）
四级林长体系。

市委书记陈敏尔、市长唐良智担
任全市总林长，另外四位市领导分别
担任主城“四山”的市级林长，各级党
委政府主要负责人、村（社区）负责人担任辖区林长，对辖区山
林资源保护发展、各类自然保护地建设管理负总责。

随着全市全面推行林长制，今年各区（县）、镇（街）、村（社
区）三级林长会逐步到位，年底将构建起覆盖全域的四级林长
和网格护林员“4+1”林长制责任体系。同时，同步建立健全
山林资源保护发展、山林资源损害问题发现与整治、林长制绩
效考核评价等工作机制，完善相关治理体系。

（下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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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亚同）6月4日至5
日，党史学习教育中央第八指导组在重庆开
展调研指导工作，进一步推动我市党史学习
教育向广度拓展、向深度推进。指导组组长、
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巴音朝鲁带队指导。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张鸣，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彭金辉参加有关
活动。

中央第八指导组首先来到市委党校，通
过听取汇报、查阅资料、观看党史展板，并与
正在进行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培训的部分县处
级以上领导干部座谈，详细了解党史学习教
育情况，指导各项重点任务落地落实；随后，
又与部分市级机关代表座谈，深入了解我市
组织系统、“两新”领域、市委直属机关、市属
高校、国资系统等党史学习教育开展情况，进

行分类督导指导。巴音朝鲁还率指导组成员
前往渣滓洞、白公馆、“11·27”烈士公墓等
地，以缅怀先烈、重温入党誓词、观看红岩故
事展演等形式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并与群众
面对面交流，调研我市利用红色资源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情况。

巴音朝鲁对我市机关、企业、学校、区县
等结合实际、抓住“关键少数”、着眼服务对象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予以充分肯定。他强调，
党史学习教育是贯穿全年的重大政治任务，
要切实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突出

向广度拓展、向深度推进，做到不留死角、不
留盲区、不留缺口，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
实。要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学习，把感悟思想
伟力、强化理论武装摆在首位，抓好专题培
训，抓住“关键少数”，坚持上下贯通，带动干
部群众进一步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强化分类指导，深
刻理解和把握党史学习教育目标要求、重点
任务，结合各自实际、创新方式方法，用活用
好红色资源、加强红色阵地建设，更加积极主
动作为，将学习教育抓严抓实抓出成效。要

牢记初心使命，厚植为民情怀，抓好“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问题上下功夫，把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
工作新成效。

接下来，指导组成员还将下沉到我市部
分区县、企业、社区、农村等，以召开座谈会、
随机访谈、观看展板展览、观摩宣传宣讲、与
群众广泛交流等形式，调研基层党组织党史
学习教育开展情况，督导指导窗口行业、国有
企业、基层单位等开展党员岗位建功、做好事
办实事等。

党史学习教育中央第八指导组在重庆开展调研指导

本报讯 （记者 刘一叶）6月6日，“永
远跟党走——2021欢跃四季·舞动山城”重
庆市广场舞（第一片区）展演在南岸区举行，
28支队伍以热情欢快的舞蹈，展现出人们对
美好生活的热爱。

此次展演分为规定舞蹈、自选舞蹈和优
胜比拼三个环节进行。在自选舞蹈展演环节
既有《厉害了，我的国》《唱支山歌给党听》等
具有时代特色的舞蹈，也有《蝴蝶泉边》《梦幻
羌寨》等极具民族特色的表演。“举办广场舞
展演，就是希望通过群众广泛参与的文化活
动，生动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表达广大市
民对新时代美好生活的热爱。”重庆市群众艺
术馆馆长罗智敏说。

根据安排，6月10日、17日、20日主办方
还将分别在忠县、彭水县、巫溪县举行3场片
区展演，展演中的优胜队伍将于6月30日在
涪陵区进行全市集中展演。

本次展演活动由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
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委主办，重庆市群众艺术
馆、中共南岸区委宣传部等承办。

6月6日，“永远跟党走——2021欢跃四
季·舞动山城”重庆市广场舞（第一片区）展演
在南岸区举行。

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永远跟党走永远跟党走
重庆市广场舞片区展演启幕重庆市广场舞片区展演启幕

□本报记者 王翔

川渝两地40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总投
资1054.5亿元！

在今年5月27日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重庆四川第三次党政联席会后，川
渝两地举行了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活动，一大
批具有影响力的合作项目落地，川渝两地在
产业协作、科技创新方面又迈出一大步。

自实施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以来，
川渝两地频繁互动，双方全方位协同之路正
不断走深走实，都市圈相向发展，毗邻地区深
化合作，辐射带动全域发展，双核引领、区域
联动“一盘棋”态势清晰可见。

2020年，川渝地区GDP总量占全国比
重稳步上升，较2019年提高0.15个百分点，
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
力源特征初步显现。

统一谋划一体部署
推动成渝全方位协同发展

2020年1月3日，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
六次会议上，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从“成渝经济区”到

“成渝城市群”再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成渝肩负起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中国经
济“第四极”的使命。

“要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真正做到‘一盘

棋’‘一体化’，必须在体制机制上大胆创
新。”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为统筹推进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两省市分别召开
省委、市委全会，出台《决定》，制定贯彻落实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的实
施意见、专项规划或方案。

两地还分别审议通过重庆、四川“十四
五”规划建议，其中突出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的战略引领，以此统揽两省市“十四
五”各项重点工作。

为打破行政体制藩篱，双方又分别成立
以省市党委书记为组长、省（市）长为副组长
的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领导小组，
有关部门、市区县成立相应组织领导机构，协
调推进重点工作。

按照“统一谋划、一体部署、相互协作、共
同实施”的要求，双方建立推动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重庆四川党政联席会议机制和常
务副省（市）长协调会议机制，组建人员互派、
一体运行的联合办公室，设立交通互联、产业
协作、协同创新、国土空间、生态环境、体制创
新、公共服务等7个联合专项工作组。

在体制机制推动下，一年多来，川渝之间
各部门、各市州区县、各领域，频繁开展交流、

互动、签约，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层级之宽、
范围之广、密度之高、气氛之热，前所未有。
从2020年1月以来，重庆、四川召开了3次
党政联席会议，3次常务副省（市）长协调会
议，8次联合办公室主任调度会议。

各级各部门的合作更是全面开花。据统
计，自去年1月3日以来，两地已有101名优
秀年轻干部到主要职能部门、重要开放平台、
重点合作市区（县）互派挂职；两地有关部门、
市区（县）已签署合作协议248份，平均两天
就“握手”一次。

“第三次联席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进一步走深走实。”该负责
人介绍，前两次会议主要聚焦重大规划、重大
政策、重大改革、重大项目等方面的研究谋
划，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而此次会议既研
究了有关文件，听取了重点合作平台进展汇
报，还举行了重大项目集中开工仪式，成果更
丰富。

“未来，随着各项协议的落实落地，两地
协同发展将更加紧密，完全可望实现向世界
级城市群的历史跨越。”该负责人说。

（下转4版）

打造区域协作高水平样板

成渝共下双核引领区域联动“一盘棋”

【编者按】

5月27日，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重庆四川党政联席会议第
三次会议在永川召开，再次展示了两
地坚定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决心
信心，充分体现了“川渝一家亲”的浓
厚情谊，揭开了川渝合作的新篇章。

今日起，本报推出“六个一”系列
报道，讲述成渝两地携手奋进，在共
下双核引领、区域联动“一盘棋”，共
抓产业协作“一条链”，共建基础设施

“一张网”，共筑科技创新“一座城”，共
治生态环境“一江水”，共推公共服务

“一卡通”等方面所做出的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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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记录了
我们满满的获得感”
——央视《今日中国》特别节目

重庆篇在我市各界引发热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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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然人群生物资源库
本月底在渝投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