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共产党百年风华的经验与启示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

从播下革命火种的小小红船，到领航复兴伟业
的巍巍巨轮，在百年奋斗历程中，我们党领导
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书写了波澜
壮阔的历史画卷，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宝贵经验
和精神财富。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丰富生动的教
科书”。用党的伟大成就激励人，用党的优良
传统教育人，用党的成功经验启迪人，用党的
历史教训警示人，能够让我们认清历史方位，
汲取前行的智慧与力量。本文仅从理论指导、
道路指引、制度保障、信念坚定、精神激励、为
民情怀六个方面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积累
的宝贵经验及深刻启示作简要阐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不仅深
刻改变了世界，也深刻改变了中国。”进入近代
以来，中国逐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
渊，一代又一代的有识之士孜孜追求救亡图
存、民族复兴之“大道”。但一次次求索、一场
场努力都归于失败。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给中国人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由此，中国
共产党就毫不动摇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
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
的行动指南。尽管期间遇到各种艰难曲折，甚
至党内产生重大分歧，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始终坚如磐石。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
人，提出了系统完整的关于中国革命的科学理
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第一次历史飞跃，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毛
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确立之后，党领导人民进
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很快就取得了决定性胜
利，实现了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
的伟大飞跃。这一伟大飞跃以铁一般的事实
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进入社会主
义建设时期，毛泽东等人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
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
路，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主要矛盾
和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强
国的奋斗目标，谋划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发展
战略，探索了执政党建设的规律。这些有益探
索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思想先导和理论来源。

以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
等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改革开
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进程中，创造
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
有机结合起来，紧紧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
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
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核
心问题，创立并不断发展了包括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在内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功实现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飞跃，不断发展和完
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并取得了改
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中国人民“富起来”了。这
一伟大飞跃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只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
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紧紧围绕新时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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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
问题，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
主义，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并
成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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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志指出：“在新
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
新时代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团结带领人民
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
实现伟大梦想，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全方
位、开创性历史成就，发生深层次、根本性历史
变革，中华民族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
大飞跃。”这一伟大飞跃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
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理论创新的过程是一个与时俱进、不断升
华的过程，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党的理论
创新过程将被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理论创新成果也将不断丰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无论搞革命、搞建
设、搞改革，道路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自从
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就沿着新民主主义革命
——社会主义革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正确道路前进，走上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
庄大道。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确立了新民
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我们党探索出农村包
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领导中国
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彻底结束了近代以来中国内忧
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境地，开启了中华民族
发展进步的新纪元。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在百废
待兴、医治战争创伤，“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
同时，制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取得了一些成
果。尽管“没有找到一条完全符合中国实际的
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这一时期的道路探
索，为我们继续探索新路打下了重要基础，提
供了重要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们在实践中找到了、坚持了、拓展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并且形成了经济、政治、社
会、文化、生态和党建各领域中的具体道路。

四十多年来，我们能够创造出人类历史上
前无古人的发展成就，走出了正确道路是根本
原因。只要我们坚定不移走这条道路，与时俱
进拓展这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将越
走越宽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度优势是一个政
党、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中国共产党自成立
以来，不断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面对建立什么样的国家制度这个历史性
课题，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
体实际结合起来，充分汲取近代以来中国人民
探索国家制度的经验教训，在古老的东方大国
建立起保证亿万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制
度；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奠定社会主义基
本经济制度的基础；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找到充分发挥人民主体作用、保障人民民主权
利的根本途径；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
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凝聚最大社会共识；建立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
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建立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发展基层民主……这一系列制度建设成果，实
现了国家高度统一和各民族空前团结，凝聚起
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强大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对制度建设的认识
越来越深入。1992年，邓小平同志指出：“恐怕
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
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党的十四
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都对制度建设提出
明确要求。我们从经济体制改革切入，打破不
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计划经济体制，坚持和
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此同时，我们
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人民当家作主制
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等，极大地调
动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
性、创造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把制度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使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日趋成熟定型，为推动党
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发挥了重大作用。特别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准确把握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
演进方向和规律，描绘了制度建设的时间表、
路线图。

70多年来，中华大地发生沧桑巨变，一个
根本原因就是有强大制度体系的支撑。实践
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套行得通、
真管用、有效率的制度体系，是当代中国发展
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在很多场合上强调：“我们

共产党人的根本，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
就是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就是对为人民服务
的信守。”信仰、信念、信任、信守构成了理想信
念的科学内涵和具体要求。中国共产党百年
建党的历史告诉我们：坚定的理想信念是我们
党事业成功的“胜利之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

“精神之钙”、是我们党思想建设的“总开关”、
是我们党员干部的“第一标准”。

中国共产党百年非凡奋斗历程中涌现出
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顽强奋斗的英雄
人物、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他们不顾个人名
利安危，抛头颅洒热血，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经
受各种考验和牺牲，为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
放、社会的进步，无私地贡献自己的一切。他
们的感人事迹，汇集成厚重的催人奋进的精神
力量。

陈望道第一个将《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中
文。1920年他在翻译《共产党宣言》时，母亲
为他准备了一碟红糖蘸粽子吃，并三番五次
在屋外催他快吃下去，还问他红糖够不够，他
说：“够甜，够甜的了。”当母亲在收拾碗筷时，
却发现儿子的嘴里满是墨汁，红糖一点没
动。墨汁为什么那样甜？原来，信仰也是有
味道的，甚至比红糖更甜。正因为这种无以
言喻的精神之甘、信仰之甜，无数的革命先
辈，才情愿吃百般苦、甘心受千般难。党的主
要创始人李大钊面对绞刑架，发出了这样的
豪迈誓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就绞死
了共产主义，我们宣传马克思主义已经培养
了许多革命同志，如同红花种子撒遍全国各
地。我深信：共产主义必将得到光荣胜利，将
来的环球，必定是赤旗的世界！”方志敏烈士
在英勇就义前，慷慨陈词：“敌人只能砍下我
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长征的
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的胜利，是中国共
产党人信念的胜利。长征路上的苦难、曲折、
死亡，检验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向世
人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是坚不可
摧的。在湘江战役中，师长陈树湘身负重伤，
不幸被俘，敌人企图把他送往长沙邀功。途
中，陈树湘用手绞断受伤流出体外的肠子，壮
烈牺牲，他用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实现了为共
产主义奋斗到底的誓言。谷文昌有着坚定的
理想信念，当组织要求他去条件艰苦的福建
省东山县领导开展工作时，他无条件服从。
并以“不制服东山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
的决心，带领当地群众战风沙、斗干旱，种下
一片木麻黄。“中国天眼”首席科学家兼总工
程师的南仁东，事事亲力亲为，一干就是 22
年。在肺癌晚期弥留之际，他惦记的仍是望
远 镜 早 出 成 果 ，以“ 回 馈 国 家 ，回 馈 公
众”……

一草一木一忠魂，一山一石一丰碑。一个
个红色故事，一封封红色家书，一份份革命文
物……讲述了一个又一个关于信仰、信念、信
心的故事。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
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行程万里，
不忘初心。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
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今天，中国共产党人，用坚定的理想信念撑起
行动的风帆，正昂首向前再出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无精神则不立，国
无精神则不强。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
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
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
前。”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深刻阐述了百
年来伟大精神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这些
伟大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精神
族谱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
初心和使命，丰富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内
涵，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成
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滋养，成为鼓舞
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
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培育产
生的具体精神形态主要包括：红船精神、雨花
英烈精神、八一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
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红岩精神、沂
蒙精神、西柏坡精神等。其中，红船精神既是
中国共产党精神的原点，也是中国共产党革命

精神的起点；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把革命精
神推向一个高峰，诠释了革命精神的真髓，是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最生动、最完整的鲜活范
本和表现形态。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培
育产生的具体精神形态主要有：抗美援朝精神

（含上甘岭精神）、老西藏精神及“两路”精神、
垦荒精神（含兵团精神、北大荒精神等）、西迁
精神、大庆精神及铁人精神、劳模及英模精神

（含雷锋精神、王杰精神、焦裕禄精神等）、“两
弹一星”精神、红旗渠精神、三线建设精神、援
外医疗队精神、抗震精神等。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中国共产党培育产生的具体精神形态主要包
括：小岗精神、拓荒牛精神和特区精神、女排精
神、浦东精神、九八抗洪精神、载人航天精神、
抗击非典精神、抗震救灾精神、北京奥运精神、
改革先锋精神（含孔繁森精神、杨善洲精神
等）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已
经提出及产生的具体精神形态主要包括：新的
伟大斗争精神、新的自我革命精神、钉钉子精
神、宪法和法治精神、工匠精神、知识分子爱国
创业精神、科学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右玉精
神、塞罕坝精神、蒙古马精神、抗疫精神、新时
代硬骨头精神、新时代北斗精神等。

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锤炼出的90多种
精神，代表了不同时期的伟大奋斗精神。随着
党和国家事业、中国社会进步的加速度发展，
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创造出更多更大奇迹
的同时，将谱写出中国共产党精神更为精彩的
新篇章。

这些精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
谱系，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强大力量之源，为我
们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养。

构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是为了寻根求
本，增强基因认同和历史认同，弄清“我是谁、
我姓啥，从哪来、到哪去”，永葆共产党人的政
治本色，弘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以更加奋
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开拓党和国家事业的光明
未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之所以得到
人民拥护和支持，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能始
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就是坚持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最广
泛动员和组织人民投身到党领导的伟大事业
中来。”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执着为民
情怀，始终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治国
理政。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土豪、分田地，是
为人民根本利益而斗争；领导人民开展抗日战
争、赶走日本侵略者，是为人民根本利益而斗
争；领导人民推翻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国，是为
人民根本利益而斗争；领导人民开展社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改变一穷二白的国家面貌，是为
人民根本利益而斗争；领导人民实行改革开
放、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同样是为了人民根
本利益而斗争；领导人民在新时代开启新征
程、书写人民幸福民族复兴伟业，更是为了人
民根本利益而斗争。

正是因为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
民根本利益，获得土地的农民由衷地喊出了

“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响亮口号；正是因为我们
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才传唱
出“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
做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
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的感人民谣，才讲述着

“八子参军，满门忠烈”的感人故事；也正是因
为我们党始终以人民为中心，才有了抗日战争
中老百姓创造的“地道战”“地雷战”等灵活战
术，才有了改革开放初期安徽小岗村十八条汉
子在联产承包责任书上按下的“红手印”，才有
了老百姓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创造出的许
多行之有效的好经验、好办法……习近平总书
记动情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靠老百姓用
小车推出来的，渡江战役的胜利是靠老百姓用
小船划出来的。”

我们党来自人民，失去人民拥护和支持，
党就会失去根基。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
征途上，只要我们始终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
切，紧紧依靠人民，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一、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经验及启示
在于正确理论的指导

二、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经验及启示
在于正确道路的指引

三、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经验及启示
在于强大制度的保障

五、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经验及启示
在于伟大精神的激励

四、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经验及启示
在于理想信念的坚定

六、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经验及启示
在于为民情怀的执着

□ 李尧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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