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缅怀周恩来光辉一生赓续党的精神血脉
——“百年荣光名家谈”系列讲座第二场报告会侧记

■本报记者孟若冰

百年大党，峥嵘岁月。百年初心，
历久弥坚。

昨天下午，天津市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 年宣传文化重点项
目——“百年荣光名家谈”系列讲座
第二场报告会在天津社会科学院学
术报告厅举行。

现场，南开大学周恩来研究中心
主任、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
博士生导师徐行为大家作了关于
“周恩来光辉的一生及对党和国家的
重大贡献”的报告。

他从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对
周恩来同志的最新评价、周恩来同志
勤勤恳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
生、周恩来同志对党和国家建设作出
的重要历史贡献三个方面进行了讲解
和评述，总结出周恩来同志身上所展
现出的始终坚守共产主义信仰、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求真务实、严格自律
等崇高精神和高尚品德。
“周恩来同志是当代共产党人

的楷模，他的思想、品格、精神风范是
我们党和国家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
他一生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
为新中国的诞生和成长、为社会主义建
设事业艰苦奋斗，兢兢业业、勤勤恳恳、
任劳任怨，作出了重大历史贡献和丰功
伟绩。他的崇高精神风范是我们中国
共产党人一面不朽的旗帜，为海内外各
界人士所敬仰和钦佩。”徐行的讲述，带
领与会者缅怀周恩来同志的光辉一生，
激励大家学习周恩来同志高尚品德和
伟大风范，赓续我们党的精神血脉，在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征程上奋勇前进。
本场报告会，引起了与会者的强

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在当前全国深
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周年之际，更有必要认真学
习和宣传周恩来同志为共产主义奋斗
终生的光辉业绩和崇高风范。在新的
形势下，更应该继承和大力弘扬周恩来
同志坚守共产主义信仰和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精神风范，争做优秀共产
党员。

“周恩来同志光辉的一生中，‘严格
自律、严格管理、敢于担当的精神’让我
深受教育。”天津社会科学院科研组织
处潘汝南说，作为一名社科工作者，在
今后的工作中要更加敢担当、善作为，
勇于提势提气，迎难而上，履职尽责，为
天津构建新发展格局贡献自己的微薄
之力。

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田
香兰表示，在建党100周年之际，社科院
邀请徐行教授讲述周恩来同志的一生及
对党和国家的贡献，具有非常重要的现
实意义，获益匪浅。“周恩来同志以非凡
的才能、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
上，赢得了国际上的普遍尊敬和赞扬，称
为举世公认的伟大外交家。我们要向全
世界宣扬周恩来的人格魅力，介绍他的
以诚待人、以情感人、以心换心，以此感
动世界。”

报告会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召
开，来自天津社科院、天津市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市委讲师
团以及相关高校、科研机构、基层干部群
众等百余人参加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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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总是在一些特殊的时刻，给
人以深刻的启迪。
1949年 3月 23日上午，毛泽东

主席率领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向北
平进发，临行前的话意味深长：“今天
是进京赶考的日子。”
2013年7月，党的十八大后第一

次党内集中教育——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开展之时，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西柏坡。纪念馆内，总书记久久
凝思：“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
历史照亮未来，征程未有穷期。
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百年华诞之

际，又一场党内集中教育——党史学
习教育在全党如火如荼展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的足迹遍及革命老区和革命圣地，重
温红色记忆、讲述感人故事、阐释党史
启迪，为全党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
史崇德、学史力行树立了光辉典范。

明理增信
——阐释百年党史内

在逻辑和深刻启示，进一步
坚定“四个自信”
天安门广场东侧，中国国家博物

馆巍峨矗立。
步入《复兴之路》基本陈列展厅，

历史的烽烟扑面而来。
“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

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
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2012年11月29日，当选中共中央

总书记仅15天的习近平同志，带领十
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来到这里，
郑重宣示。
胸怀千秋伟业，恰是百年风华。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大历史观审

视和把握党史，始终将其与新中国史、
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联系在
一起学习思索。
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的

历史是中国近现代以来历史最为可歌
可泣的篇章”，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近代以来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
学史明理，翻开百年激荡的红色

篇章，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揭示纷繁历
史烟云背后一以贯之的必然逻辑。
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习近平

总书记生动讲述了“真理的味道”。
“一天，一个小伙子在家里奋笔疾

书，妈妈在外面喊着说：‘你吃粽子要
加红糖水，吃了吗？’他说：‘吃了吃了，
甜极了。’结果老太太进门一看，这个
小伙子埋头写书，嘴上全是黑墨水。”
指着陈列柜中的《共产党宣言》中文译
本，总书记说，“这人是谁呢？就是陈
望道，就是写这本书。”
5年后，党的十九大闭幕仅一周，

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
常委专程前往上海和浙江嘉兴。在中
共一大会址，总书记又一次讲起这本
小册子的故事。
真理的味道为何如此甘甜？正是

因为在寻求救国救民之路的几经挫
折、惨痛血泪中，马克思主义犹如一道
刺破暗夜的闪电，给苦难深重的旧中
国带来了犹如久旱逢甘霖的希望。
2020年9月17日下午，千年学府

岳麓书院，细雨绵绵，正在湖南考察的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
讲堂前，总书记撑着伞，望着檐上

的“实事求是”匾额，久久凝思。
“毛主席当年就是在这里熏陶出

来的，实事求是就来源于这里。共产党
怎么能成功呢？当年在石库门，在南
湖上那么一条船，那么十几个人，到今
天这一步。这里面的道路一定要搞清

楚，一定要把真理本土化。”
回望党史，才能更加深刻体会到，找

到一条正确道路是多么不易。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正是坚持解放

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
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
相结合，才创造出改天换地、翻天覆地的
伟大奇迹。

2015年2月14日，延安杨家岭，中
央大礼堂。在党的七大召开70周年之
际，正在陕西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这里。

这次彪炳史册的会议，把毛泽东
思想写在党的旗帜上，见证了这个年轻的
马克思主义政党走向成熟的重要进程。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历经考验磨难

无往而不胜，关键就在于不断进行实
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站在当年的会场，
习近平总书记深有感慨。

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到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部百年党史，
就是一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史。

来到北京大学这个中国最早传播和
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地方，习近平总书记
勉励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深化学
生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必然性和科学真理
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认识。

在云南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腾冲的艾思奇纪念馆，称赞艾思奇是“把
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讲好的人才”，强调要
传播好马克思主义，不能照本宣科、寻章
摘句，要大众化、通俗化。

……
学史增信，在考察调研中，习近平

总书记多次深刻阐释马克思主义是如何
深刻改变中国、改变世界的，引导全党感
悟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和实践力量，不
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

从理论上的清醒到政治上的坚定，
在对历史经验乃至教训的总结反思中，
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告诫坚持和加强党
的全面领导的极端重要性。

贵州，红色的土地。
2015年6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到

贵州考察，第一站就来到遵义。
按当年场景布置的会议室里，挂着

一张当年与会人员的黑白照片。习近平
总书记走近仔细观看：“遵义会议作为我
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
要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
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
路、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建
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等方面，留
下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

2021年2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再
次来到贵州考察。迈步乌江河畔，望着
对岸的悬崖峭壁，总书记感叹：“从这里
就可以想象当年红军强渡乌江有多难！”

百年党史，多少跌宕起伏，几多惊心
动魄，绝处逢生、化危为机靠的是什么？
“遵义会议的鲜明特点是坚持真理、

修正错误，确立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创造
性地制定和实施符合中国革命特点的战
略策略。这在今天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意味深长。

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加强党的建
设。一部百年党史，就是一部党的自我
革命史。

重访福建古田会议旧址，召开全军
政治工作会议，推动强军工作开创新局

面；再到河北西柏坡，感悟“两个务必”深
意，推动全面从严治党纵深发展；来到北
京香山，提醒全党以“赶考”的清醒和坚
定答好新时代的答卷……

通过一堂堂历史现场的“党史教学
课”，习近平总书记引领人们更加深刻地
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
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崇德立心
——赓续百年党史红色

基因和优良传统，挺起共产党
人的精神脊梁
2015年9月2日，人民大会堂金色

大厅，威武的仪仗兵正步入场、持枪伫
立，号手吹响嘹亮的礼号。

习近平总书记为在抗战中立下汗马
功劳的元勋或他们的遗属一一佩挂上金
光闪闪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
年纪念章”，并同他们紧紧握手，向他们
表示崇高敬意。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
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

从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到金寨县
革命烈士纪念塔，再到红军长征会师纪
念碑；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到烈士纪念日，再到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国家公祭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英魂
长眠之地，祭奠英灵之时，习近平总书记
追思英雄、致敬英雄的场景感动人心。

学史崇德，就是要发扬红色传统、传
承红色基因、赓续精神血脉。
“每到井冈山、延安、西柏坡等革命

圣地，都是一种精神上、思想上的洗礼。”
习近平总书记常说，“多重温这些伟大历
史，心中就会增加很多正能量。”

这力量，源自对革命理想的信守——
江西赣州，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

碑高高挺立于都河畔，诉说着那场伟大
的远征。

2019年5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乘
飞机、坐火车、换汽车，辗转奔波7个多小
时来到这里，倾听历史的回响，追寻红色
的记忆。
“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

一经点燃，就永远不会熄灭。”习近平
总书记动情地说，“这个理想信念我们
一定要有，要把这个火烧得旺旺的。”

百年峥嵘，记载着信念之坚，激荡着
英雄之气。

从出发地的于都，到经过停留的湖
南郴州，到重大转折发生地的贵州遵义，
到会师地宁夏将台堡，再到西路军鏖战
的甘肃高台……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追
寻长征的足迹，感受撼天动地的精神伟
力，发出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号召。

这力量，源自对优良传统的坚守——
巴丹吉林沙漠边缘，黑河下游，坐落着

中国第一个发射场——酒泉卫星发射中
心。与发射塔架一同伫立的，还有长眠着
700多位航天英烈的东风革命烈士陵园。

2013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这里向为我国航天科技事业献身的英
烈敬献花篮，勉励科技工作者发扬“两弹
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和“东风精
神”，以民族复兴为己任，追求卓越，扎根
大漠，报效祖国和人民。

辽宁抚顺，雷锋的第二故乡。
2018年9月，在东北三省考察时，

习近平总书记专程来到抚顺市雷锋纪念

馆，参观雷锋生平和事迹展。在雷锋的手
迹、遗物、照片等展品前，总书记不时驻足
观看，提出要把雷锋精神代代传承下去。
“如果13亿多中国人、8900多万党

员、400多万党组织都能学习雷锋精神，都
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
丝钉，我们的凝聚力、战斗力将无比强大，
我们将无往而不胜。”习近平总书记说。

这力量，源自对初心本色的恪守——
河南兰考，一个共产党人的精神

地标。
2014年3月和5月，习近平总书记

两次来到这里，先后参加兰考县委常委
扩大会议、县委常委班子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专题民主生活会。
“焦裕禄同志生活简朴、勤俭办事，

总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他的衣、帽、
鞋、袜都是拆洗多次，补了又补、缝了又
缝。他严守党纪党规，从不利用手中权
力为自己和亲属谋好处。”在兰考县委常
委扩大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深情讲述
了焦裕禄清廉为官的故事，激励大家努
力做焦裕禄式的好党员、好干部。

狱中写下《清贫》的方志敏，被当地
百姓敬称为“谷公”的谷文昌，自愿回乡
当农民的将军甘祖昌，深藏功名的党的
好战士张富清……习近平总书记走一
路、讲一程，深情讲述革命先烈、优秀党
员的故事，引导广大党员向榜样先进学
习看齐，努力做到立政德、明大德、守公
德、严私德。

百年征程，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顽
强拼搏、不懈奋斗，形成了一系列伟大精
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从革命时期的红船精神、井冈山精
神、延安精神，到建设时期的抗美援朝精
神、“两弹一星”精神、大庆精神，再到改
革开放时期的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震
救灾精神、抗疫精神、脱贫攻坚精神……

学史崇德，一次次的深情阐释，一次
次的殷殷嘱托，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历史
的探寻中，教育引导全党从党的历史中
汲取立党兴党强党的丰厚滋养，鼓起全
党迈上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

力行为民
——探寻百年党史根基

血脉和力量之源，激发造福人
民的使命担当
湘赣交界处的罗霄山脉南段，坐落

着一个美丽的瑶族小山村，流传着一段
感人的故事。

1934年11月，途经湖南省汝城县
沙洲村的3名红军女战士借宿村民徐解
秀家中，临走时把仅有的一条被子剪下
一半留给她。

2016年10月，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讲起这段历
史，“当时我在讲的时候，就深受感动”。

4年后的秋天，习近平总书记赴湖
南考察。一到当地就直接赶往沙洲村，
走进“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

站在红军女战士剪被子送村民的雕
像前面，习近平总书记感慨地说：“红军
在自己缺吃少穿、生死攸关的情况下，心
里还是想着老百姓的冷暖。一枝一叶总
关情啊！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队伍，我
们共产党人和老百姓的感情就是共用一
条被子的感情。”

在一次次考察足迹中，无论是总结
历史经验、揭示历史启示，还是讲述党史
故事、指导红色教育，习近平总书记始终
秉持“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唯物史
观，始终坚持人民立场这一根本立场。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

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
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正因
如此，嘉兴南湖上的一叶红船，才能历经
百年风雨、闯过激流险滩，成为领航中国
的巍巍巨轮。

党的十九大闭幕后，地方考察第一
站，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江苏徐州。

在位于凤凰山东麓的淮海战役纪念
馆内，习近平总书记重点参观了人民支
前等板块。一件件实物、一张张图片、一
个个场景，再现了那场会师淮海的决战。

统计显示，淮海战役动员民工225万
人、大小车辆40多万辆。这些车首尾相
接，按两路纵队，能从南京一直排到北京。

习近平总书记一边听讲解，一边询
问有关细节，他深情地说，革命胜利来之
不易，靠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一大批
将帅之才和战斗英雄，更靠人民的支持
和奉献。淮海战役就是小推车推出来的
胜利。我们要好好回报人民，让人民过
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人民是真正的
英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
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是中国人民奋斗
出来的！”

淮海战役的胜利，是老百姓用小推
车推出来的；渡江战役的胜利，是老百姓
用小船划出来的；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
建设，是老百姓撸起袖子干出来的；改革
开放的历史伟业，是亿万人民怀着热血
与激情创造出来的……

深圳莲花山，邓小平同志铜像矗立在
山顶平台上，深情注视着脚下这片土地。

2012 年 12 月，正在广东考察的
习近平总书记登上莲花山，向邓小平同
志铜像敬献花篮，并在不远处亲手种下
一株高山榕。

8年后，在庆祝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
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这里。

站在山顶平台上，习近平总书记俯
瞰深圳全貌，眼前一座座摩天高楼拔地
而起，勾画出一道现代化大都市亮丽的
天际线。

抚今追昔，感慨深圳奇迹，总书记
如是说：“深圳是改革开放后党和人民
一手缔造的崭新城市，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在一张白纸上的精彩演绎”，“这是
中国人民创造的世界发展史上的一个
奇迹”。

从数万群众苦干10年，在悬崖峭壁
间修成“人工天河”红旗渠，到小岗村民
按下红手印，吹响农村改革的号角；从几
代林场人将塞罕坝从黄沙荒原变为茫茫
林海，到成千上万勇敢追梦的人们，将南
海边的那个“圈”变成日新月异的国际大
都市……

在一次次考察调研、一次次重要讲
话中，习近平总书记不断教育引导全党
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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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程万里，初心不忘。学史力行，就
是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的政绩。

党的十八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
到河北阜平县看望慰问困难群众。

看到老区一些乡亲生活还比较困
难，习近平总书记心情沉重。“我们一定
要想方设法、群策群力，尽快让乡亲们过
上好日子。”一番质朴的话语，指明了民
族复兴路上要抓紧推进的大事。

从太行山到沂蒙山，从六盘山到大
别山……无论山多高路多远，总书记总
是不辞辛劳奔波，革命老区的脱贫致富，
始终是他心中最大的牵挂。

如今，让老区农村贫困人口尽快脱
贫的承诺如期实现，近1亿贫困人口摘
下了贫困的帽子，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
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

认真回顾走过的路，不忘来时的路，
继续走好前行的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
在2021年春节团拜会上所说，只要我们
党始终站在时代潮流最前列、站在攻坚
克难最前沿、站在最广大人民之中，就必
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新华社记者朱基钗黄玥丁小溪王子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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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历史照亮未来
——跟着习近平总书记的足迹学习党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