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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停歇的奋斗之路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启示录之“赶考篇”

穿越历史的回响，中国共产党的百年
风雨征程，就是一条永不停歇的奋斗之路。
这条路，彰显着一代代共产党人不

懈奋斗姿态；这条路，通向更加光明灿烂
的未来。
面对新时代的新考卷，如何以饱满的

精神状态创造新征程上的新业绩，告慰成
千上万的先烈和社会主义事业一代代的
开创者、开拓者、建设者？
赶考不停歇，奋斗不止步！

增强本领，担当新使命

初夏的北京，处处绿树成荫，一派生
机勃勃的景象。北京市东城区五四大街
29号，北大红楼修葺一新。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

际，6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央政
治局同志来到这里和丰泽园毛泽东同志
故居等地参观瞻仰，就“用好红色资源、
赓续红色血脉”主题，进行中央政治局第
三十一次集体学习。
身先示范，以上率下。今年以来，

中央政治局先后就“做好‘十四五’时期
我国发展开好局、起好步的重点工作”
“完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等重大
课题进行深入学习。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

交汇点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对我们党执政兴国的能
力和本领提出更高要求。
领航中国号巨轮乘风破浪，我们党

既要政治过硬，也要本领高强。克服“本
领恐慌”，提高能力水平，方能牢牢把握
工作的主动权。
依靠学习，明理力行——
走进中共一大召开地上海，无论是漫

步在杨浦滨江街头，还是乘坐都市旅游观
光巴士，游客均能收获一堂生动的“实景
党课”，让人们在旅游活动中了解、学习党
史，厚植爱国主义情怀。
当前，党史学习教育正在全党上下

如火如荼开展，凝聚起党员干部继续奋
斗的强大力量。
在每一个重大时期，面对新形势新任

务，我们党总是号召全党同志加强学习；
而每次这样的学习热潮，都能推动党和人
民事业实现大发展大进步。
以知识丰盈头脑、靠学习走向未来，

中国共产党必将大踏步走在时代最前
列，焕发蓬勃活力。
扎根基层，砥砺本领——

走进浙江省淳安县下姜村，远山含
黛、溪水潺潺，一栋栋白墙黛瓦的小楼参差
错落。32岁的姜丽娟一刻不停地在村里忙
碌着：检查村庄卫生、布置村两委工作……

2016年，姜丽娟结束8年的“杭漂”
生活，返回下姜村创业。基层广阔的热
土，让她找到了奋斗目标，也磨炼了干事
创业的本领。2020年下半年，她高票当
选为下姜村党总支书记。

曾经的下姜村是个贫困村，如今旧
貌换新颜。村头矗立着六个大字：梦开始
的地方。“未来，我们要跳出下姜发展下
姜，走出先富帮后富、区域共同富的乡村
振兴新路子。”姜丽娟坚定地说。

起而行之、勇挑重担，积极投身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在火热的
基层一线经风雨、见世面、炼本领，才能为
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贡献力量。

学习本领、政治领导本领、改革创新
本领……只有全党本领不断增强，“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才能梦想成真。

河北雄安新区，建设场面热火朝天。
“千年秀林”郁郁葱葱，白洋淀碧波万顷，
工程车辆穿梭繁忙，启动区建设如火如
荼……一座未来之城呼之欲出。

又何止是雄安新区。一系列宏伟的
改革发展蓝图，正在神州大地擘画：从上
海浦东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
区，到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
示范区，再到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
共同富裕示范区……

面对一个个新目标新任务，中国共
产党人唯有在赶考路上全面增强执政本
领、不断提升执政水平，以改革创新精神
开拓新局，方能书写华夏大地日新月异
的崭新篇章。

自我革命，实现新跨越

新近落成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
内，一块中央八项规定展板前，参观者不

时驻足观看。
时间回溯到8年多前。党的十八大闭幕

后不到20天，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从此成为我
们党作风建设的一张“金色名片”。

8年多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不断推动全党
严格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
神，巩固拓展整治“四风”成果，推动党风政风
为之一新，党心民心为之一振。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只有自身过
硬，才能挑得起担子、扛得起使命，使党始终成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自身过硬，必须牢记初心使命——
湖北武汉，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历史

陈列馆游人如织。展馆内《中国共产党首届
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生平展》讲述的事迹，
感人至深。

1927年召开的中共五大，选举产生了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监督机
构——中央监察委员会。生死考验面前，
10名中央监委委员、候补委员中无一人叛
党，有8人在几年内相继牺牲。

革命战争年代，无数共产党员为了入
党时的初心使命，抛头颅洒热血，奋斗出一
个梦想中的新中国。

自身过硬，必须驰而不息从严治党——
深圳莲花山公园，一座雕塑耐人寻味：

一名男子一手举锤、一手握凿，开山劈石。
锤子的方向，指向的是自己。雕塑的名字
是：自我完善。

唯有激发自我革命的勇气，才有实现
自我完善的可能。

纵览世界政党史，不少大党老党盛极
一时，最终却黯然收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
没有自我革命的自觉和勇气，陷入“革他人
命易、革自己命难”的历史困境。

2020年，一组数据，彰显我们党有腐必
反、有贪必肃的坚定决心：中央纪委国家监
委立案审查调查中管干部24人，全国纪检监
察机关共立案61.8万件，处分60.4万人，全国
有1.6万人向纪检监察机关主动投案，6.6万
人主动交代问题……

“越是长期执政，越不能丢掉马克思主
义政党的本色，越不能忘记党的初心使命，
越不能丧失自我革命精神。”习近平总书记
告诫全党。

当前，我们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
险”依然复杂严峻，党的自我革命任重而道
远，决不能有停一停、歇一歇的想法。
“党风廉政建设永远在路上，反腐败斗

争永远在路上。”2021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再次强调。

态度不能变、决心不能减、尺度不能松，
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真正落到实处，中国
共产党必将在革故鼎新、守正出新中实现自
身跨越，不断给党和人民事业注入生机活力。

接续奋斗，创造新辉煌

今天的中国，已然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我们要在全面建成惠及14亿人口的更高
水平的小康社会基础上，开启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进军。

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
能实现的，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

历史的画卷在前赴后继中铺展，时代
的华章在接续奋斗中书写。身处大有可为
的历史机遇期，面对更为艰巨复杂的时代

考验，百年大党更要以永不自满、永不懈怠
的精神品格，奋力走好新时代的赶考之路。

新赶考，要始终保持忧患意识——
彩虹和风雨共生，机遇和挑战并存，这

是亘古不变的辩证法则。
正是因为始终保持忧患意识，过去的一

年，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中国顶住了！经
济全球化逆流来袭，中国稳住了！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亿万人民直面风
雨、经受大考，书写了一份优异答卷。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
进，我国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发生深刻
变化，这就更需要我们“安而不忘危，存而
不忘亡，治而不忘乱”。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
次集体学习时再次强调，“全党同志要增强
忧患意识，以永远在路上的坚定执着将全
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

这是跨越时空的清醒判断，彰显了一
个百年大党安不忘危的忧患意识和防范风
险挑战的战略自觉。

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进。从最坏
处着眼、做最充分准备，下好先手棋、打好主
动仗，才能不断破除前行路上的艰难险阻。

新赶考，要始终秉持为民初心——
近1亿人！历经8年！
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

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我国脱贫

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
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
全部摘帽。

脱贫攻坚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
斗的起点。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
们的奋斗目标。不论脱贫攻坚还是乡村振
兴，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上，也
赢得人民无限信任。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为
民初心，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
必将汇聚起奔涌向前的磅礴伟力。

新赶考，要弘扬伟大奋斗精神——
6月17日，在万众期待的目光中，我国3名

航天员乘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成功飞天，成为
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的首批入驻人员。

自1992年作出实施载人航天工程“三
步走”发展战略以来，经过近30年接续奋斗，
中华民族的飞天征程站在了新的起点上。
“个人奋斗能融入中华民族复兴的时

代大潮中，是我作为一名航天人最大的幸
福。”神舟十二号回收着陆分系统电测负责
人乔茂永激动地说。

百年风华，筚路蓝缕。中华民族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是奋斗出来的。

星辰大海，征途漫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梦想，我们又该怎样担当尽责、奋发有为？
“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永远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永
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勇于变革、勇于创
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继续在这场历史性
考试中经受考验，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出
新的更加优异的答卷！”习近平总书记谆谆
告诫。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
点上，保持赶考的清醒与坚定，保持永不懈
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中
国共产党人必将带领中国人民创造新的更
大奇迹！ 据新华社北京6月2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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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

黄金频道

天津卫视（101）
19:30剧场：觉醒年代

（40、41）
天视2套（103）
18:25 剧场：向幸福

前进（21—23）20:45 艺
品藏拍

天视3套（104）
17:40 剧场：大河儿

女(18、19)19:20剧场：长
城红(9—12)22:15 剧场:
寻路(13—16)

天视4套（105）
21:00 剧场：咱家那

些事（6、7）
天视5套（106）
20:35 2021 年 世

界 女 排 联 赛 中 国 VS
意大利

天视6套（107）
18:30 新说法19:20

法眼大律师20:10 百医百
顺21:00 二哥说事儿

天津少儿（108）
19:50 多派玩儿动画

《熊出没之夏日连连看》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觉醒年代》第40、
41集 上海法租界渔阳里
2号，陈独秀重新挂起了
《新青年》编辑部的牌子，
汪孟邹感叹兜兜转转一
圈，《新青年》又回来了。
陈独秀则表示，《新青
年》和陈独秀虽然都回来
了，但是已经不是原来的
《新青年》和陈独秀了，
都将在此获得新生。在
北京大学，维经斯基与李
大钊交流沟通，提出成为
马克思主义者不应只停留
在思想上，而应体现在行
动上，力促中国尽快成立
无产阶级政党。李大钊为
其推荐了陈独秀……

天津卫视 19:30

■《向幸福前进》第
21—23集 国强为了鼓励
锦锦能够坚持下去战胜病
魔，在街头卖唱，收集
999个签名送给锦锦，这
一幕被前进看到，前进感
动不已。要拆迁了，丽华
妈组织了小区里的大妈们
成立了钉子户联盟，自己
是盟主，前进作为党员知
道后头疼不已，不知道该
怎么让自己的丈母娘打消
这个念头……

天视2套 18:25
■《咱家那些事》第

6、7集 秀燕找秀红公司
的经理谈场地，一通神侃，
经理无奈答应。秀燕在秀
红办公室里吹嘘自己的演
艺历程，秀红听不下去，感
觉很丢人。不料剧组人员
把楼道里的灯给弄坏了，
物业公司扣住秀燕不让
走，非让她赔，秀燕无法脱
身说是秀红的姐姐，秀红
说不认识她，但又无奈替
秀燕赔了钱……

天视4套 21:00

■《艺品藏拍》何女
士带来了一对儿颇具年代
感的银首饰——指甲套，
这对儿婆家的传家宝，居
然是她用一枚新买的钻石
戒指换来的，这是怎么回
事儿呢？1万元的品牌钻
戒，换了一对儿银饰品，何
女士换得值不值呢？同为
收藏爱好者的父子俩，带
来了两件精美的瓷器，而
且这两件都是鉴宝会的入
围藏品。他们告诉主持
人，来到现场是为了收获
惊喜！在鉴宝会上，专家
老师承诺的惊喜，究竟是
什么呢？

天视2套 20:45
■《今日开庭》小张

前不久租了套房，租期一
年，协议签了，租金也交
了。可是还没住多久，就
被房东强行收回。她被房
东赶了出来。这是怎么回
事儿？

天视6套 1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