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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夯实奋进的思想根基

在百年党史学习中筑牢信仰之基
□ 杜明娥 赵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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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
历史。”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并不是人们直接感知的、所接受的“定
在”过去，而是一种始终处在形成中的过程，即中国共产党在时间中发
展的存在整体。我们要在通晓百年党史中筑牢信仰之基，坚持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唯有如此，才能作为一个“当代的历史同时代人”，以昂扬
的姿态投入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以优异的成
绩迎接建党一百周年。

习近平总书记立足党的百年历史新起
点，立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
关键节点，站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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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代高度，
就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发表了高屋建瓴、
视野宏大、思想深邃的重要讲话，就新时代
学习党的历史、弘扬党的传统、开启新的征
程、创造新的伟业作了新的部署，为我们开
展好党史学习教育指明了学习方向、注入了
前进动力、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人民有信
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需要崇高理想
信念的有力支撑才能取得胜利。党史，是
筑牢信仰之基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
营养剂。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全党同志要做
到“学史增信”，也就是要在百年辉煌党史
的学习中追溯信仰的源头、体悟信仰的感
召、激发信仰的力量。“学史增信”就是“培元
固本”，这个“元”和“本”就是对马克思主义
的信仰、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念、对
党和人民的忠诚。这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
的根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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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共产党人
精神上的“钙”。

在党史学习中坚定对马克
思主义的信仰

回溯党的百年历史，或者放在中国近现
代史的框架中回溯党的百年历史，我们能够
深刻地理解到，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不断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一部不断推
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
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鸦片战
争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实现
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当中国的农民阶级、

地主阶级洋务派、资产阶级维新派和资产阶
级革命派均以失败告终之时，十月革命一声
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
共产党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产
物和结果，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
实践相结合，又在不断地书写马克思主义的
新境界、新水平和新历史。这不仅是马克思
主义“理论力求成为现实”的过程，更是“现实
力求趋向思想”的历史。

“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
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马克思主
义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完成了
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新中国，让中华民族
从屈辱中“站起来”；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建
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人民真正成为自己
的主人；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从

“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成功地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新时代，迎来了从“富
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纵观百年党史，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的
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用无数先烈之鲜血和中
国历史性实践“来打图章担保的真理”。这就
是理论“解释世界”的真理力量，这就是理论

“改变世界”的实践力量，这就是马克思主义
信仰的力量。在当代中国，坚持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坚持21世纪
的马克思主义。因此，要坚定马克思主义信
仰，就要学通、弄懂、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在党史学习中坚定对共产
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念

学习党史就是要建立百年历史整体
进程的通史性概观。中国共产党的百年
历史就是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的百年历
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

以叫共产党，就是因为从成立之日起我们党
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100年前，
一群胸怀救国济民远大志向、接受马克思主
义先进理念的年轻人从上海兴业路到嘉兴
南湖红船，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纲领
中，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而奋斗毅然决然
地被确立下来，成为我们党初心的深刻诠
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特别是共产主义作
为最终奋斗目标的确立，给中国社会带来了
开天辟地的变化。

诗人海涅说：“每个时代都有它的重大课
题，解决了它就把人类社会向前推进一步”。
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作为党的奋斗目标始终
不变，成为引领我们前行的路标。共产主义
奋斗目标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不同阶
段，呈现为不同的时代内容。在新民主主义
革命时期，表现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涌现出了一批为了真诚信仰和理想信念视死
如归、大义凛然的革命烈士；在社会主义建设
时期，表现为尽快实现新中国从一穷二白到
繁荣发展的重大转变，涌现出了一批积极投
身新中国建设的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改革
开放新时期，表现为在改革开放中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涌现出了一批忘我奉
献、敢闯敢干的先进模范。站在建党百年的
新起点上，我们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奋斗，
则呈现为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

一百年来，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筚路蓝缕
奠基立业，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创造辉煌开创
未来，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应对风险、化险为
夷、经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归根到
底是因为我们党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社会
主义信念。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就要坚定共
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信念，就要坚定共产主义
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把
理想信念转化为实践力量，转化为斗争能力，
不断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
实践推向前进。

在党史学习中坚定对党和
人民的忠诚

存在和真理的问题，需要在一个历史性
的视野中得到理解和解答。在中国共产党的
百年历史视野中，我们深刻发现我们党能够
成为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关键，是旗帜
鲜明讲政治、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我
们深刻发现我们党能够成为百年大党、创造

世纪伟业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党始终坚持
初心不改，始终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
心连心。

恩格斯曾说过，能最清楚地说明需要
权威，要算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了。那
里，在危急关头，大家的生命能否得救，就
要看所有的人能否立即绝对服从一个人的
意志。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已经证明，
如果没有党的团结和领导，就没有中国革
命的胜利，就没有新中国，就不可能开辟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因此，我们要从党史学
习中汲取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坚定不移
向党中央看齐，坚定不移同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党史学
习中，不断提升自己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
悟力、政治执行力，做一名合格党员，始终
保持对党忠诚。在当代中国，对党忠诚，就
是要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

人民群众不仅是历史的“剧作者”，还是
历史的“剧中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
是休戚与共的关系，没有中国人民就没有中
国共产党，没有中国共产党也就没有今天的
中国人民。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江山
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陈毅说“淮海战
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
习近平总书记认为“渡江战役的胜利是靠老
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
史已经证明，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的人民的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是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的人民的建设，社会主义改革是中国
共产领导下的人民的改革。因此，我们在党
史学习中要坚定对人民的忠诚，把人民放在
心中的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作为奋斗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现实、未来
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
来的历史。”这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百年
历史并不是人们直接感知的、所接受的“定
在”过去，而是一种始终处在形成中的过
程，即中国共产党在时间中发展的存在整
体。因此，我们要在通晓百年党史中筑牢
信仰之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唯有如
此，才能作为一个“当代的历史同时代人”，
以昂扬的姿态投入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以优异的成绩迎接
建党一百周年。

（作者杜明娥为海南省考试局局长，教
授；赵光辉为海南师范大学副教授）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任务。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
重的任务在农村。党的十八大以来，全
国累计派出 300 多万名干部驻村帮扶。
近日，《关于向重点乡村持续选派驻村第
一书记和工作队的意见》明确提出，“健
全常态化驻村工作机制，为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供坚
强组织保证和干部人才支持。”

结合在三亚博后村的驻村经历，笔
者深感当前农村工作极为重要，面临各
类复杂矛盾，需要驻村干部积极作为，有
效发挥作用，接续推进乡村振兴。

妥善处理“马拉松”与“加油站”之间
的关系。驻村干部承担继续履行帮扶政
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任务，承担着来
自派出单位、地方工作、村民诉求等多重
任务，工作非常艰辛。但既然选择了驻
村，就要过“思想关”，把自己当作一位村
民，扎根基层、乐在其中。如果说人生是
一场“马拉松”，那么驻村就是“加油站”，
时间相对不长但意义非凡，它将助力驻
村干部不断提升自我，这也需要驻村干
部深入基层一线、了解基层意愿、驻到村
民心坎。

妥善处理产业扶贫与产业兴旺之间
的关系。在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完成后的
5 年过渡期内，主要帮扶政策保持总体
稳定，一些扶贫产业继续推进。乡村振
兴要靠产业，产业发展要有特色。这就
需要驻村干部除了继续执行帮扶项目以
外，还要因地制宜挖掘适宜全村发展的
产业，宜种则种、宜养则养、宜外出务工
则外出务工、宜乡村旅游则乡村旅游，等
等，促进产业兴旺。三亚博后村自2017
年以来即因地制宜大力发展民宿业，现
已开业民宿48家、客房1600多间，日均
接待过夜游客 2000 多人次，带动餐饮、
超市、夜市经济不断发展，实现消费不出
村，有效促进村民增收。

妥善处理完成各类任务与村庄内
部治理之间的关系。当前农村工作任
务重要，面临不同的督导检查、调研考
察、调查统计、会议培训等等。乡村与
城市不可同日而语，且不同部门在不同
时期针对乡村有不同的任务安排，这些安排有时并不统
合到一起。这就需要驻村干部统筹安排时间精力，充分
融入村民集体，在妥善处理各类工作任务的同时，扎实推
进村庄有效治理。内治而外安，乡村治理要靠自治、法
治、德治相结合。从乡村教育文化客观实际出发，可能更
多农村问题的解决，首先适用自治、德治，依然解决不了
的适时采用法治，必要时引导律师介入，使用法律手段推
动解决遗留问题。

妥善处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与乡村建设行动之间的
关系。当前，各村都会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历史遗留问
题，以及不同村民迫切渴求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与当地
政府安排推进的事项之间，可能并不完全契合。如一个行
政村的部分土地被划归给了其他单位，那么涉及其中的村
民很难关心除此以外的其他事项。这些历史遗留问题如
果得不到妥善回应或解决，严重者可能会影响到乡村建设
全局。这些问题摆在村里，但原因可能不在村内。这就需
要驻村干部深入调研、全面考量、秉持公正，一方面是抓好
村“两委”班子建设，与“两委”班子分管负责同志共同推进
问题解决，另一方面要广泛借助村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致富带头人、返乡创业大学生、乡贤、长者等有号召力的村
民的力量或途径，多管齐下推动问题解决。遗留问题一旦
解决，民心民意就会广泛凝聚，村庄建设行动也会开展得
更加顺畅。

妥善处理遇见问题解决问题与防患于未然之间的关
系。村庄各类问题的解决绝非易事，有时遗留问题尚在持
续、新的问题又在发生。这就需要驻村干部沉下身子多做
打基础、利长远的事，一方面遇见问题解决问题，“上面千
条线，下面一根针”，将不同的问题“穿针引线”，在充分调
研、全面了解相关问题后，撰写报告主动对接地方相关部
门和领导，力争尽快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另一方面防患于
未然，对于应由或宜由全体村民决策的重要事项，驻村干
部和村“两委”就不要代劳，而应不怕耗费时间，召开村民
代表大会、书面征求意见并做好记录，充分调动全体村民
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作用，避免出现程序瑕疵，避免产生
新的遗留问题。

总之，只要驻村干部用真情团结村民、用实干鼓舞村民、
用成效带动村民，充分调动全体村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充分
发挥全体村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人翁作用，就一定能在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中不断取得新成效。

（作者为中共海南省委党校副教授、三亚市博后村乡
村振兴工作队队长）

作者：颜晓峰 文章来源：人民日报

从赶上时代到
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的一百年，是矢志践
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是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一百
年，是创造辉煌开辟未来的一百年。”在百年征程中，
我们党坚持以党的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
带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走向强起来，实现了
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本文就这一伟
大跨越展开论述，欢迎扫码阅读。

理上网来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丰富生动的
教科书，是中国近现代以来最为可歌可泣的
篇章。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党史学习教育，
注重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
明确方向，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
信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实践创造和历史经
验启迪智慧、砥砺品格，在党史学习教育中
夯实奋进的思想根基。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坚持马
克思主义思想指导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的历
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
理论创造的历史。100年来，中国共产党
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把握历
史大势，正确处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善于
抓住和用好各种历史机遇，不断开辟马克
思主义新境界，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
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产生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了科学理论
指导。通过党史学习教育，引导全党从党
的非凡历程中领会马克思主义如何深刻改
变中国、改变世界，感悟马克思主义的真理
力量和实践力量，深化对中国化马克思主
义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的认
识，特别是要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
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的进程，深刻学习领会新时代党的创新理
论，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武
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坚定理想信念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对马克思
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
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
受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理想指引人生方
向，信念决定事业成败。共产党人的理想
信念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价值观和人生追
求，而是内心深处所信仰和坚守的核心理

念，始终闪耀着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
民族谋复兴的光芒，是我们一切奋斗的精
神源泉和力量支撑。

理想信念的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
信念的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现实中，少数
人把理想信念看得虚无缥缈，把追逐名利视
为事业追求，在大是大非和重大考验面前不
是当战士，而是当“绅士”，不注重理论学习
和思想改造，导致精神家园杂草丛生，思想
变得锈迹斑斑，由此陷入安于现状、不思进
取、贪图享受状态，滋生了视拼搏奋斗为畏
途，把负重前行当吃亏的思想和行为，逐渐
导致政治上变质、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
等种种问题。

回望历史来路，中国共产党能够历经
挫折而不断奋起，历尽艰难而淬火成钢，不
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归根结底就在于千千
万万中国共产党人心中的远大理想和革命
信念始终坚定执着，无论千沟万壑、千难万
险、都能矢志不渝，砥砺前行。琼崖革命武
装斗争艰苦卓绝，二十三年红旗不倒也正
是因为以冯白驹为首的琼崖共产党人理想
信念坚定，精神支柱强固，愈挫愈奋、愈战
愈勇，一路破浪前行。眺望前方奋进路，更
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是牢记初心使命、推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历史伟业的必然要求，是坚定理想信
念、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必然要求，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永葆
党的生机活力的必然要求。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坚信党的领导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面临着争取民族独
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这
两大历史任务。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
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这两大历史任务
而不懈奋斗，20世纪初，先后建立起来的各
种不同性质的政党，都未能提出正确的纲
领，并带领人民群众解决近代中国社会所面
临的迫切问题。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迫切
需要新的坚强的领导力量。1921年7月，中
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领导反帝反封建

斗争和振兴中华的伟大使命，就历史地落到
了中国共产党而不是别的任何党派的身
上。这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的
选择！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集中大批中华民
族的先进分子，保持严格的纪律和严密的组
织，为实现两大历史任务付出最大的牺牲和
作出最大的贡献，以实际行动赢得了全国各
族人民的衷心拥护。中国人民正是在长期
的历史比较中，选择中国共产党作为自己根
本利益的代表，作为国家和民族复兴的领导
力量。这一点，既道出了历史的实情，也道
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心声。

历史反复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
中国。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
择，人民的选择。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始
终牢记初心和使命，带领中国人民历经艰
难险阻，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深刻改变
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
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
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为中华民族和人类社会发展作出了伟大的
历史性贡献。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坚决反
击历史虚无主义

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早就告诫过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寓意深远；苏联
解体、东欧剧变，就是从否定共产党的历
史、否定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打开缺口
的，教训惨痛！由此可见，正确认识和对
待党的历史，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学术问
题，而是一个事关党和国家兴衰存亡的重
大政治问题；能不能正确对待自身的历史，
也是一个政党安身立命的基础。习近平
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不是历史虚无主
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不能数典
忘祖、妄自菲薄。”

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是从根本上否定
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
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党
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多次

强调：“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加强
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更好正本清源、固本
培元。”因此，在党史学习教育中，要树立正
确党史观，坚决杜绝和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在对待历史虚无主义这个问题上，广大党员
干部脑子要特别清醒、眼睛要特别明亮、立
场要特别坚定，理直气壮弘扬党史的浩然正
气和英雄气概。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坚持为
民奋斗的初心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百年历
史就是一部践行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
党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历史。
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从
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淮海战役的伟大胜
利到人民群众用小船划出渡江战役的战争
奇迹，历史一次次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

“历史是一面镜子，从历史中，我们能够
更好看清世界、参透生活、认识自己；历史也
是一位智者，同历史对话，我们能够更好认
识过去、把握当下，面向未来。”通过党史学
习教育，让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
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
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
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过了百年
风雨历程。100年来，中国共产党从幼年
走向成熟、从弱小走向强大，无数次濒临困
境，又无数次力挽狂澜，无数次历经磨难，
又无数次浴火重生。站在新的历史方位
上，我们在感慨党的百年辉煌和百年荣光
的同时，更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我们要
永远保持建党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
神，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一切向
前走，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
么出发。只有与历史同步伐，与时代共命
运，才能赢得光明的未来。

【作者单位：中共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
（海南省地方志办公室）】

□ 颜书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