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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凝聚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一个民
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
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中国共
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
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
供了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习近
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坚持马克思
主义唯物史观，深刻阐明了伟大
成就与精神力量之间的辩证关
系。一百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
国各族人民创造的举世瞩目、彪
炳史册的伟大成就，增强了我们
奋斗新时代、奋进新征程的志气、
骨气、底气、勇气，是凝聚更为主
动的精神力量的不竭源泉。

为指导，就是要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这一重要思想从理论和实践
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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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是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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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结合的最新理论成果，是从党
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的历
史性成就、历史性变革中得来的，
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性认
识的深化、拓展、升华，是引领中
国、影响世界的当代中国马克思
主义、21 世纪马克思主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我
们提供了继往开来的科
学指引

经济社会发展伟大
成就为我们提供了坚持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的坚定信心

坚持科学理论指导、善于推
动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披荆
斩棘、一路走来的光荣传统。辛亥
革命后，政党政治在中国兴起，大
大小小 300 多个政党和政治团体
纷纷成立，但绝大多数都是昙花
一现、迅速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之
所以如此，缺少科学理论指导是
重要原因。中国共产党能够从上
海石库门走向北京天安门，从成
立时仅有 50 多名党员发展成为
拥有 9500 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
大执政党，科学理论指导是关键
所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
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近代
中国最危急的时刻，中国共产党
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把这一“犹
如壮丽的日出”的科学理论写在
自己的旗帜上，坚持用这一科学
理论照亮道路、指引前行。一百年
来，我们党能够带领人民走出漫
漫长夜、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光明前景，一个重要原因就在
于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写
在自己的旗帜上。在坚持马克思
主义指导地位这一根本问题上，
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
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
新，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是
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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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
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赋
予马克思主义新的时代内涵，推
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创
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形
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
发展观，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我们
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一个
又一个胜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完成近
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
的艰巨任务，就在于始终把马克
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
行动指南，并坚持在实践中不断
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
在前行道路上，真理光芒日
益璀璨的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持续
深入认识世界、持续广泛改造世
界提供了强大理论武器，为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坚定共产主义远大
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
想夯实了思想基础，为我们坚持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信念支
撑。在新时代，坚持以马克思主义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
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实践中探
索、在理论上创新，走出了一条前
无古人的新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越走
越宽广。沿着这条正确道路前进，
我国综合国力持续增强，人民生
活水平稳步提升。进入新时代，我
们党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我国经济总量在 2020 年突破
100 万亿元，占世界经济比重为
17%左右，稳居世界第二，人均国
内生产总值突破 1 万美元。我国
在高温超导、纳米材料、生命科
学、载人航天、量子科学、深海探
测、大飞机制造等科技领域取得
重大原创性成果，基础设施现代
化跃居世界前列，高铁总里程超
过世界高铁总里程的 2/3，高速公
路里程居世界第一，建成了全球
最大的 5G 网络，国防和军队现代
化全面推进。我们还建成了世界
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
医疗保险覆盖超过 13 亿人，基本
养老保险覆盖超过 10 亿人，全国
居民人均预期寿命从 1949 年的
35 岁提升到 2019 年的 77.3 岁。我
们党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推
进脱贫攻坚，现行标准下 9899 万
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改革开
放以来，按照现行贫困标准计算，
中国 7.7 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
困；按照世界银行标准，中国减贫
人口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 70%以
上，提前 10 年实现《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困
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
题历史性地画上了句号。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历史是判断制度优劣的公正
裁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
取得的伟大成就，雄辩地证明了
我们党带领人民开辟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光辉大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当今世界，
要
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
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
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
理由自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实践的巨大成功，澄清了一些人
奉西方价值标准和发展模式为圭
臬的错误认识，
拓展了发展中国家
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为世界上那些
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
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
选择，
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
索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党的建设伟大成就
为我们提供了应对挑战、
攻坚克难的强大定力
打铁必须自身硬。一百年来，
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伟大社会革命
的进程中不断推进伟大自我革
命，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
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不愧为中
国人民的坚强领导核心，不愧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流砥
柱。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
始终坚决同党内各种错误政治路
线、思想路线、军事路线作斗争，
古田会议、遵义会议、延安整风运
动等充分展示出党不断自我修
正、持续自我革命的智慧和勇气。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全党全社
会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
论，恢复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成
为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思想先
导。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政治建设为
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建设，先后开
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 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
“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以
“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使
命担当和刀刃向内的斗争勇气，
以雷霆万钧之势“打虎”
“ 拍蝇”
“猎狐”，带领全党夺取反腐败斗
争的压倒性胜利，清除一批党内
腐败分子，有力保证了党的先进
性和纯洁性，提高了党的领导能
力和执政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们党
历经千锤百炼而朝气蓬勃，一个
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始终坚持
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应
对好自身在各个历史时期面临的
风险考验，确保我们党在世界形
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
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
风险挑战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
全国人民的主心骨！”这种自我革
命的勇气和能力让我们党能够始
终保持正确航向，赋予了我们在
新时代从容面对风险挑战的底气
和定力，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
经受各种考验、向历史和人民交
出满意答卷的重要基础。

文化建设伟大成就
为我们提供了持续发展
的文化自信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的灵魂。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
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
更持久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历来
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在新民主主
义革命时期，我们党注重用文艺
的力量团结教育引导人民，推出
一批优秀革命文艺作品和人才，
凝聚起“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
干”的强大力量。新中国成立后，
文化文艺工作的“双百”方针和
“二为”方向相继确立，广大文化
工作者热情高涨、成果丰硕，毛泽
东同志作出的“随着经济建设的
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
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重要论
断不断成为现实。改革开放后，文
化建设迎来新的春天，实现长足
发展。进入新时代，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
下，广大文化工作者坚定文化自
信，勇于开拓创新，推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文化建设成就斐然，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全面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
自于中华民族 5000 多年文明历
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
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实践，是推进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伟大实践的有机
组成部分和强大精神支撑。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能够越走越宽
广，文化的力量不可或缺。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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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始
终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
实践者，也始终是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保护者、传承者，革命文
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缔造者、
弘扬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
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都随着
社会实践的不断深入而产生、发
展、创新，形成了一个前后相继、
彼此关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有机整体。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
记明确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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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一步提升了文化的地位作用，充
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定的文化自信和高度的
文化自觉，必将进一步坚定中华
儿女的文化自信，掀起文化建设
新高潮，
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
谱系为我们提供了昂首
前行的重要支撑
唯有精神上站得住、站得稳，
一个民族才能在历史洪流中屹立
不倒、挺立潮头。一百年来，中国
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一次次绝境重
生、创造人间奇迹，顶天立地的伟
大建党精神是奥秘所在。1927 年
国共合作破裂后，仅 1 年多时间，
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被杀害的就
达 31 万人，其中共产党员 2.6 万
余人；在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平
均每 300 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
西渡湘江时红军指战员和中央机
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 8 万多人
锐减至 3 万余人。危难时刻，是一
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
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用血肉之
躯和不朽精神铺就了通往胜利的
光辉大道。新中国成立后，从以
“钢少气多”力克“钢多气少”的中
国人民志愿军战士们，到“宁肯少
活 20 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
的石油工人们，到“蓝天白云做棉
被，大地荒草当绒毡”的红旗渠青
年们，到“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
埋名人”的“两弹一星”英雄们，到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扶贫干
部们，再到“白衣为甲，逆行出征”
的抗疫先锋们，伟大建党精神始
终散发着时代光芒。
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一代又
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
懈奋斗，建党精神、井冈山精神、
苏区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
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红岩精
神、西柏坡精神、照金精神、东北
抗联精神、南泥湾精神、太行精神
（吕梁精神）、大别山精神、沂蒙精

神、老区精神、张思德精神、抗美
援朝精神、
“两弹一星”精神、雷锋
精神、焦裕禄精神、大庆精神（铁
人精神）、红旗渠精神、北大荒精
神、塞罕坝精神、
“ 两路”精神、老
西藏精神（孔繁森精神）、西迁精
神、王杰精神、改革开放精神、特
区精神、抗洪精神、抗击“非典”精
神、抗震救灾精神、载人航天精
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
神）、青藏铁路精神、女排精神、脱
贫攻坚精神、抗疫精神、
“三牛”精
神、科学家精神、企业家精神、探
月精神、新时代北斗精神、丝路精
神等伟大精神，集中彰显了中华
民族和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
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
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彰显
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
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的奋斗精神，构筑起中国共产党
人的精神谱系。伟大建党精神是
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体现了
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实
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是砥砺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的不竭动力。伟大建党精神
在中国共产党人开天辟地的求索
中、牺牲奉献的斗争中、艰苦奋斗
的实干中、开拓进取的担当中产
生和发展，是我们党历经百年而
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
的重要支撑。伟大建党精神植根
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涵着中
华民族崇尚天下为公的民族情
怀、崇尚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崇
尚立己达人的民族特质，为我们
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养。
伟大成就提振伟大精神，伟
大精神引领伟大征程。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
“我们要用历史映照现
实、远观未来，从中国共产党的百
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
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
才能继续成功，从而在新的征程
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
心使命、
开创美好未来。
”
在新征程
上，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武 装 头
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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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
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
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 世纪
马克思主义。增强全面从严治党
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清醒认
识和有效应对党面临的“四大考
验”
“四种危险”，以党的政治建设
为统领，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
设新的伟大工程，坚定不移推进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
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
洁性的因素，确保党不变质、不变
色、不变味，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
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
人、
兴文化、
展形象的使命任务，
坚
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
道路，大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繁荣发展，激发全民族文
化创新创造活力。继承发扬伟大
建党精神，不断为中国共产党人
的精神谱系注入新的生机和活
力，为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昂
首阔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筑牢精神根基。
（据 11 月 3 日《人民日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