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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主义之所以成为中国人的历史选择，既
源于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也契合于中国文化的
价值判断。马克思所主张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与孔子
所提倡的大同社会不谋而合，对于近代中国来说，社会
，是人间正道。改革开放以
主义道路就是“康庄大道”
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长期实践中逐步开辟出
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本文通过社
会主义、
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递进
探析，进而从文化传统、实践路径、力量保障和制度优
势方面入手，
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书写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注入理想信念价值。
关键词：社会主义 中国文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
“道路自信”是理想信念之光，沐浴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阳光下的中国人民，坚定道路自信是幸福
之源，
坚定不移跟党走、感党恩是正义之行。作为党员
和党员领导干部，
不忘来时的路是永葆本色之根脉，坚
守党的初心、
牢记时代使命是履职尽责之方向，不论在
什么地方、
在什么岗位，都要带头树牢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自信，
增强党性立场和政治意识，坚持以党的旗
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始
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
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内在契合”
一、
社会主义与中国文化
“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
能否解决该国面临的历史性课题。”鸦片战争以后，无
数仁人志士苦苦追寻救国救民的真理，尝试过改良主
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
义、民粹主义和资本主义等，都以失败告终。五四运动
后，探索新的救国之道、改造社会的呼声在进步知识界
中日益高涨，社会主义以其高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逐
渐被越来越多的先进分子所接受。1920 年，蔡和森致
信挚友毛泽东提出：
“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觉社

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
明确表示要用社会主义原理和方法改造中国。
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一种社会学思想，
主
张整个社会应作为整体，由社会拥有和控制产品、资
本、土地、资产等，把社会的整体利益和理性价值作为
核心价值追求，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提出了他
们的理论体系，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向
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社会形态。马克思主义并不等同
“马
于社会主义，
中共中央党校董振华教授曾撰文写道
：马克思
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就是‘道器不离’
主义是灵魂，社会主义是载体；马克思主义是价值追
求，而社会主义是价值实现方式；马克思主义是‘道’
，
社会主义是
‘器’
。”
从中国文化传统看，中国文化注重理论的实际功
用和获取实际效果的方法，具有大同社会的文化理
想，具有真与善、政与道密切联系的特质，具有“知行
合一”的文化实践传统，这与马克思主义“在保证社
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
个人最全面的发展”这一追求“生产力解放与人的解
放”的“双解放”思想方法、行为规范和价值理念相契
合。1925 年，郭沫若撰写的小品文《马克思进文庙》，
虚构了马克思进入孔庙，与孔子进行对话的场景，对
话中，孔子问马克思的理想世界是怎样的,马克思回
答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社会”， 孔子不
禁拍手叫绝说“你这个理想社会和我的大同世界竟
是不谋而合”，谈话尾声，马克思也感叹道“我不想在
两千年前，在远远的东方，已经有了你这样的一个老
同志！你我的见解完全是一致的”。这篇用戏谑口吻
写成的穿越文，用文学的方式回答了马克思主义和
以孔子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可以相通。继续
追寻理论渊源，
“ 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通过
法国启蒙思想家和德国古典哲学家影响到了后来的
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创立的时候就
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合理思想。所以，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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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传到中国以后，很快就被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
中国人所接受。”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中国人的历
史选择，既源于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也契合于
中国传统的价值判断。
从本质上看，马克思主义是在与中国的革命、建
设、
改革实际情况，
与中国文化双向互动中开始并实现
着其中国化的实践路径，经过长期复杂的实践和理论
创造，最终转化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
态，
进而使社会主义在遥远的东方取得巨大的成功。中
国文化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
想，倡导“修己以安百姓”的仁政理想，努力探寻稳定、
有序、
和谐的社会生活，马克思主义关注的核心是人的
生存和发展，功能在于改造世界、改善人们现实生活，
在以人和人的生活为关注的起点、核心和归宿这一理
论特质上，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有“现实的同一性与
。
天然的相融性”
从实践上看，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易于被中国人接
受，
在于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要说明世界，更重要的是
改变世界，
它不仅仅是一种学术思潮，而且是能够深刻
揭示中国社会根本症结的理论武器，能够满足中国实
现变革实践对理论的迫切需要，为中国救亡图存指明
了现实可行的道路。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实现了马克思
，
“ 中国
主义中国化的新开拓，他提出“要让事实说话”
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指明“共产
党人是靠实事求是吃饭的”
，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思维取
向，
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明了路径和方向，为解决中
国
“站起来”
的问题提供了最佳方案。
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
思想，
与中国文化相融通，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
证明：
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保证，什么时
候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什么时候社会主义道
路就平稳向前，什么时候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
位，
什么时候社会主义道路就停滞不前。

邮政邮编：
650051

联系电话：0871-63337185

投稿邮箱：ynnkjtbjb@163.com

2021 年 3 月

28
星期日

绿色兴农 报国惠民
第 06 期
总第 108 期

3 月 19 日，集团所属企业财务负责人专 发展理念，
根据企业财务承受能力科学确定投
题工作会在集团总部召开。集团公司党委委 资规模，确保合理的债务水平；要严控表外融
员、
财务总监杨朝晖出席会议并讲话。
资、对外担保等行为，严控缺乏交易实质的变
会议传达了国务院国资委联合人民银行、
证监会召开的防范地方国企债券违约风险专
题会议精神和有关工作通知，对集团债务风险
管控工作进行再强调、
再部署。
会议要求，与会财务负责人要充分认识到
当前加强国有企业债务风险管控的重要性，增
强意识、扛起责任，认真做好各企业的防风化
债工作；要转变过度依赖举债投资做大规模的

在“学习强国”平台聆听到习总书记“牛是勤
劳、奉献、奋进、力量的象征，人们把为民服务、无
私奉献比喻为孺子牛，把创新发展、攻坚克难比喻
为拓荒牛，
把艰苦奋斗、
吃苦耐劳比喻为老黄牛。”
对“牛”的精彩赞誉时，不禁联想到身边的典型：全
国劳动模范获得者，云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西双
版纳景阳有限公司勐捧第一制胶厂机修班班长李
明忠。他始终践行艰苦奋斗，勇于开拓的农垦精
神，
传承尊老爱幼、勤俭持家清廉家风。
“一个人可以没有学历，但不能没有知识”
，这
是李明忠常说的话。今年 43 岁的他，因家庭困难
初中还没毕业就不得不辍学走出大山讨生活，开
司机、做过泥瓦匠。多年
过荒、
种过树、当过矿工、
来，
再苦再累他都坚持一个信念：学一技之长以傍
身，
养浩然正气而为人。就这样，坚毅朴实的性格
让他在艰苦的条件下学到了不少技能。自 2011 年
进入制胶厂机修班工作以后，他如鱼得水，确定了
人生的奋斗目标。
2016 年，工作踏实，技术过硬的他接过了师
“谢建成师傅创新工
傅的接力棒，担任机修班长及
作室”负责人。“领导让我当班长，我当班长为胶
“勤奋工作当作自己
厂”
又成了他的座右铭。他把
最大的乐趣，把建设一个文明向上的班组作为自
真知上下功夫，在创
己最大的追求”
。在获取新知、
新思路、办法上求突破。在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
下，
他进一步完善创新工作室并创建了“李明忠劳
模工作室”
，定时、不定时组织工作室成员召开技
术研讨会议，分享、传授设备、线路故障维修保养
工作经验，
研讨技改方案。他带领技术骨干先后成
功地实施了阶梯式安全通道、绉片机安全防护罩
设置和压薄机紧急停机保护开关等 16 项技术创
新项目，在推动制胶厂提质增效，安全生产等各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确保了该厂连续 6 年加工生
产干胶超万吨，累计实现直接经济效益 60 余万
元，间接经济效益 210 余万元的优良业绩。几年
间，他还投入 300 多个工时无偿为 7 个友邻单位
排除 22 次重大设备故障受好评。
2020 年 11 月 24 日，李明忠荣膺“全国劳动
模范”
，到北京出席表彰大会并当面聆听习近平总
书记的教诲。
，
俗话说“雾里看花花非花，水中望月月非月”
人们只道李明忠 10 年间从其貌不扬，默默无闻的
劳务工一跃成为家喻户晓的全国劳动模范，从初
进厂时的孤身一人，到娶妻生女，有房有车，走上
了幸福路。却并不知晓李明忠一直以来面对的生
活压力。

事实上，与他共同生活多年的父母都已年近
70，母亲患类风湿，生活不能自理，妻子体弱多病，
两个女儿大的才 8 岁。家庭经济
也无法正常工作，
全靠他一人支撑，换了旁人，面对如此巨大的生活
压力，
可能就就此沉沦了。但他从不因家庭影响工
作。去年 5 月的一天，他把突发疾病的妻子送到
30 多公里外的农场医院治疗，病情稳定后就急着
赶回胶厂，厂领导得知情况后让他先回医院陪妻
子治疗。他却说：
“厂里正处于原料多，
人手紧缺的
特殊阶段，要确保设备运转，不在厂里我实在放心
不下。我妻子已没什么大碍，家里老人也照顾好
请领导放心。”
了，他们都支持我回来上班，
今年 3 月，为了赶机器设备维修保养进度，他
又推掉了到昆明疗养的劳模福利，并提出“不锈钢
甲酸池更换为塑料池”等 5 条合理化建议被胶厂
采纳实施。
在各级组织的关心支持下，近年来，李明忠到
北京参加疗养，到上海参加短期技术培训。在开扩
眼界，
受到启迪的同时，他反思自身存在知识水平
单一，技术创新后劲不足的差距。他把压力化为
“一日不为、三日
“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紧迫感，
不安”的责任心。自费报名成为技成培训网的学
员，每天挤出时间听课，认真向老师请教，与培训
班学员互动交流，
努力提升自身综合素质。他还买
来工具书自学，结合胶厂生产实际在电脑上摸索、
钻研打包机编程，
现已初步入门。
制胶生产每年 12 月至次年 3 月都处于季节
性停工停产时间的特点，他发挥特长，带领懂技
术、能吃苦的留守员工，组队外出维修机器设备，
安装线路，
为大家闯出了一条致富增收新路子。一
“ 李明忠技艺精
同共事的员工都发自内心的说：
湛、干活踏实，揽来的活计多，分配方法公平合理，
。据了解，仅
我们都服他，
喜欢跟他外出做事挣钱”
2019 年，他带领 10 余名员工外出打零工人均增
收 2 万多元，占人均全年收入的三分之一，如今，
该厂 16 户劳务工家庭中 12 户已购买小轿车。
谈到“家风”传承，李明忠说“父母没什么文
化，也讲不出什么大道理，父母常教导要尊老爱
幼，勤劳、节俭，要与人为善，乐观大度。虽然以前
家里穷，
读书不多，但父母的话，一直影响着我，也
影响着我对两个女儿的教育。女儿虽小现在就知
道有什么好吃的让长辈先吃，老人生病了也学着
我觉得好的传承就是
去关心照顾。这让我很欣慰，
有因有果的良性循环。”
妻子也十分认可他的工作
态度和为人处事，并真挚的感谢他这“头上的一片
天”。

李明忠作为一个有担当的男人刚毅但又不失
质朴，在他的世界里，岗位和创新、工作和家庭都
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厂长杨增林评价李明忠：
“是个实在的人，勤于思考，做为全国劳动模范，他
不骄不躁，把压力变成动力，以实干精神彰显时代
活力。”
面对“你当了劳模是个什么心态，有压力吗”
“当劳模对你的家庭有影响吗”一系列提问，李明
忠总是微笑着说：
“我只不过立足岗位，尽心尽职
的做好本职工作而已，并没有刻意的去追求劳模
这个称号，但各级组织、领导和员工信任我，给了
我莫大的荣誉，做为一名共产党员，做为班组长，
我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但我会珍惜荣誉，
变压力为动力，为企业的发展继续努力。”他还感
慨地说“良好的家风为我营造了干事创业的平台，
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了家庭，离开了亲人，就好似离
开了车间的机械设备，听不见机器的轰鸣声，那我
只有在机修岗位
将一无是处。我的岗位就是机修，
上才能发光发热，同样的道理，我是丈夫、也是父
我的家庭也离不开我。”
亲和儿子，
我离不开家庭，
走进他家简洁明净的小平房，看到他们一家子满
足的神情和发自内心的微笑，也让我真正理解了
左邻右舍为什么会异口同声的夸赞李明忠，不仅
好丈夫、
好父亲。
是劳动模范，
还是好儿子、
当了劳模，是躺在功劳簿上止步不前，还是把
压力化为动力，做改革的先锋，时代的弄潮儿；面
对家庭困境，是怨天尤人，还是去拼搏奋斗，找到
幸福的真谛？李明忠用实际行动做出了最好的回
答。
榜样是一种力量，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榜样
是一面旗帜，
鼓舞人心。做为新时代云南天然橡胶
制胶加工行业的排头兵和领头雁！李明忠在每分
走好自己的人生路。我
每秒跑好属于自己这一棒，
们有理由相信，在他的言传身教下，他爱岗敬业、
精益求精的“劳模精神”
，他勤劳善良、孝老爱亲的
家庭美德必将弘扬开来，传承下去，为企业精神文
明建设增添一抹亮丽的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