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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2021年8月23日 星期一 责编：哈欣

牢记“两个务必”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精神解码——

以“两个务必”为核心的西柏坡精神
1948年5月，中共中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建

立了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从1948年5月至1949年3月，党中
央在这里指挥了解放战争三大战役；召开了中共中央九月会议和党的七届二中
全会，制定了新中国的建国方略。形成了影响深远的西柏坡精神，集中表现为：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彻底革命精神；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以民为本
精神；善于破坏旧世界、善于建设新世界的立国兴邦精神；务必谦虚谨慎、务必
艰苦奋斗的不懈“赶考”精神。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告诫全党在胜利面前要保持清醒头
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要经受住执政的考验，“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
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两个务
必”，以其现实针对性和深远意义，成为西柏坡精神的核心。

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前，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今天是进京的日
子，进京“赶考”去。周恩来回应道，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2013年7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西柏坡，参观了西柏坡纪念馆、毛泽东
旧居、中央军委作战室、七届二中全会旧址，并在著名的九月会议旧址主持召开
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毛泽东同志当年在西柏坡提出“两个务必”，包含
着对我国几千年历史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包含着对我们党艰苦卓绝奋斗历程
的深刻总结，包含着对胜利了的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即将诞生的人民
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包含着对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
宗旨的深刻认识，思想意义和历史意义十分深远。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
“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
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
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

■本版撰文本报记者周志强

精神寻访—— “赶考”永远在路上
西柏坡，是河北省平山县的一个小山村。20世

纪40年代后期，随着中共中央的进驻，这里成为党领
导指挥中国革命的中枢。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顺利推进，全国解放势
不可当。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胜利召开，为新中国的内
政外交确立方向。西柏坡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
向城市转移，党迎来从局部执政到在全国执政的历史
性转折。

关于执政党建设、关于“赶考”的一系列战略思考
和伟大实践由此深入展开。党在西柏坡时期形成的
西柏坡精神，成功引领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更大胜
利，至今仍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

胜利面前的忧患意识

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开始酝酿革命指挥中心东
移的问题。随着形势的发展，最终选择了西柏坡。

为什么是小小的西柏坡村？西柏坡纪念馆研究
部工作人员南洋介绍，一方面是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理
自然条件，另一方面是因为较好的群众基础。

西柏坡位于太行山东麓，南临滹沱河，处在山区与
平原交界地带，军事上进可攻退可守。河两岸滩地肥
沃，稻麦两熟，离石家庄市也近，物资供应相对充足。
而且西柏坡所在的平山县处于抗日模范根据地——晋
察冀根据地之中，平山县又是著名的抗日模范县。有
资料显示，平山县早在1931年就建立了第一个党支
部，到1946年全县党支部有600多个，党员近两万人。

1947年5月，刘少奇、朱德率领中央工委进驻西
柏坡。1948年5月27日，中共中央五位书记毛泽东、
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在西柏坡胜利会合。至
此，这个小山村成为中共中央所在地，解放全中国的

“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西柏坡时期，中国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为新中国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诞生了伟大的
西柏坡精神，成为我们党永远的精神财富。”天津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天津师范大学
基地研究员、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夏静雷表示。

“越是历史转折时期，越是蕴含丰富的历史意味、
历史智慧。”2012年，正在天津攻读博士学位的夏静
雷，对研究西柏坡精神产生浓厚的兴趣。“西柏坡时
期，历经20多年浴血奋战的中国共产党，即将成为执
政党。如何经受住胜利和执政的考验？如何跳出‘历
史周期律’，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

永远不变色？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
人以强烈的忧患意识进行了深远思考。”夏静雷说。

“西柏坡时期，党中央深刻认识到，必须使全党同志
在胜利面前保持头脑清醒，在党执政后经受住执政考
验，防止出现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贪图享乐、脱离群众
而导致人亡政息的危险。”天津大学“中国共产党精神谱
系”讲师团成员、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渠占辉说。

“早在延安时期，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被列为延
安整风的重要学习文件，毛泽东与民主人士黄炎培‘窑洞
对’，谈论‘历史周期律’问题，都体现出这样的忧患意识
和深入思考。”夏静雷说，西柏坡时期召开了九月会议和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党中央以高度的历史自觉，逐步形成
了关于执政党思想作风建设、组织体系建设、执政能力建
设的一系列较为成熟的制度和思想。这其中，很重要的
就是党的思想作风问题。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
郑重告诫全党，“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
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
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成为西柏坡精神的核心。

“两个务必”继往开来

党中央移驻西柏坡后，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
阶段，各方面条件比延安时期好，但中央领导人以身作
则，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

“在西柏坡，毛主席一条白底蓝条的单面绒衬裤已
经磨成了平纹布，膝盖、裤脚都打着补丁，毛衣毛裤不知
穿了多少个年头，好几个大窟窿，不少地方还脱了线。”
南洋介绍，工作人员商量着给毛主席买一身新毛衣毛
裤，便让给主席缝补衣服的韩桂馨前去劝说。可主席没
有同意，他说：“为了打败蒋介石，我们必须节约每一分
钱。还是请你帮我补补吧，穿在里面没什么好看难看，
能挡寒就行，谢谢你了……”

后来，那件已经补丁连缀的毛衣毛裤又织补出几块
大补丁，毛泽东一直穿着它进了北京城。

在周恩来办公室的陈列中，有一幅普通的工作照
片，特别之处在于桌上放着一个搪瓷脱落的旧茶缸和上
面盖着的粗瓷小碟子。据介绍，有一次警卫员成元功给
周恩来倒茶，发现茶缸上的盖子黑一块白一块，歪歪扭
扭，怎么也盖不严。原来，周恩来外出回来的路上，茶缸
盖从车上掉了下来，被轧坏了。成元功看在眼里，想着
到供给处给首长换个新茶缸。周恩来坚决地把新茶缸
退了回去，拿出一个粗瓷小碟子盖上：“这不正合适吗?”
这个旧茶缸和那别致的茶缸盖——粗瓷小碟子，周恩来
用了很长一段时间。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身体力行，
率先垂范，处处用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模范行为来教育
和影响全党，为革命事业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从井冈山到西柏坡，中国革命事业从星星之火变
成燎原之势,谦虚谨慎和艰苦奋斗是两大精神法宝。”渠
占辉表示，“‘两个务必’中‘继续地保持’，意味着这是对
共产党人20多年革命斗争中形成优秀品质的继承，是
对既往革命成功经验的总结提炼，也是未来确保党长期
执政的重要保证。”

“毛泽东告诫全党做到‘两个务必’，提出不做寿、不
送礼、少敬酒等‘六条规定’，还亲自给即将进城的党员
干部和解放军战士上党课，指示中央办公厅印发和学习

‘进京守则’。”夏静雷介绍，“进京守则”第一条就是“把
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带进北平。”

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1949年3月23日上午，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前往
北平，毛泽东与周恩来关于“进京赶考”的谈话，已成为
历史上的一段佳话。

2013年7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
重提“赶考”：“当年党中央离开西柏坡时，毛泽东同志说
是‘进京赶考’。60多年过去了，我们取得了巨大进步，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但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
题依然严峻复杂，应该说，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可谓振聋发聩、让人警
醒。”夏静雷说，时代在变，但“赶考”依然在路上。我们
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深刻认识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
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的长期性和
复杂性，深刻认识党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
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的尖锐性和严峻性，加
强党的自身建设，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

“‘两个务必’的提出已有70多年了，我们党对‘两
个务必’的坚持和弘扬总体上是好的，我们因此在革
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渠占
辉说，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还有做得不够的地方，
每个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应自觉反思和总结这方
面的经验和教训，中国共产党人的“赶考”之路仍然任
重道远。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初心
易得，始终难守。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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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的重大
时刻和‘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的关键节
点，回顾党即将走向全面执政的西柏坡时
期历史，有着很深的启示意义。”渠占辉
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通过学习“两个务
必”以及西柏坡时期党的历史，就是要继
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谦虚谨慎、艰苦奋
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的优良作风，始终
保持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永葆党的先进
性和纯洁性，以“赶考”的清醒和坚定答好
新时代的考卷，为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和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同一片历史天空下——

迅速有序接管北方最大工商业城市

西柏坡纪念碑。 梁少波摄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
天津战役创造了解决残存国民党军队基本方式之一的“天津方式”，共产

党人再次以自己的优良作风和卓越能力，创造了解放战争中城市接管的“天津
方式”。

天津是我国北方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工商业门类比较齐全，经济结构比
较完备，拥有通往各大国际商埠和吞吐量全国领先的港口，金融业和教育也比
较发达。在城市人口中，除中国公民外，还有不少外国侨民。这些情况使天津
的接管、新民主主义改革具有探索和示范的作用，经济建设具有支援全国的作
用，在党内外和国内外产生广泛的影响。

1948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任命黄克诚为天津市委书记兼军事管制委
员会主任，黄敬为天津市市长。当日，毛泽东电告黄克诚、黄敬等，指出接收平
津影响中外，务必办到如同沈阳、济南那样的接收及管理。14日，又转发关于
沈阳接收经验的简报，要求给予参考。随后，中共中央又就接收官僚资本、司
法机关和使用货币等问题向天津市委发出具体指示。

战役打响前，党中央及华北局先后抽调7400余名干部，集中于河北省霸
县胜芳镇整训学习，进行接收准备工作。天津战役总攻前，接管干部从胜芳抵
达天津郊外杨柳青待命。随着攻城部队步步深入市区，接管干部冒着炮火硝
烟紧随其后陆续入城。

天津解放当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告成立，中共天
津市委、市人民政府即日起开始办公，标志着天津历史翻开新的篇章。同日，
天津新华广播电台开始播音, 连续播送市军管会的《告天津人民书》和解放军
入城《约法八章》。16日，所有接管干部到达接收岗位。17日，《天津日报》创
刊号发行，向全市人民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号召全市人民严格遵守市军管会的
各项规定。

在解放天津的战斗过程中，人民解放军严格执行我军的城市政策纪律，提
出“人民财产全面保护，缴获物资原封不动”的口号，做到秋毫无犯，数九寒天
露宿街头，不扰民。战斗结束后，没人乱放一枪，乱毁一物，乱占一房。街上很
快就恢复了秩序。

原东北野战军第1纵队政委梁必业在平津战役参战将士访谈录《走进最
后的决战》中记载，攻入天津城区后，有的部队在敌警备司令部和敌86军军
部，缴获了不少金条、手表等贵重物品，他们都及时造册登记，如数上交。在部
队突破护城河时，许多官兵的衣服湿了，寒冬腊月冻得打战，进城后各种衣服
很多，而官兵们宁可挨冻也不拿一件更换。战斗中有的连队两天吃不上热饭，
只啃冻得硬邦邦的玉米面饼子，也没有人去拿缴获的罐头和饼干充饥。天津
人民目睹了子弟兵自觉守纪的模范行动，无不为之感动。

由于战局明朗，攻城部队纪律严明，以及市内地下党组织广泛宣传和多方面
维持秩序，物资、机关、工厂大部分保持完整。市军管会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按照

“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管”和“接收管理一切公共机构、生产物资
财产，没收官僚资本，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方针、政策，结合天津实际，确定了“避免
乱，必须稳，完整接收，免遭破坏”的工作原则。经过一周左右的时间，除个别遭敌
特破坏和战争毁坏的部门外，接管了所有机构，至2月底，接管工作全部完成。

党中央十分关注天津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受党中央委托，刘少奇于
1949年四五月间到天津视察并指导工作。刘少奇到天津后，分别与天津市的
领导干部、工人及资本家进行座谈，深入工厂调查，亲临职工代表大会，对工
人、职员作专门讲话，宣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形成著名的“天津讲话”。
根据刘少奇讲话精神，天津市通过实施民主改革发展国营经济、协调劳资关系
恢复发展私营工商业、加强市场管理制止严重通货膨胀、组织城乡物资交流、
开展独立自主的对外贸易等，经济很快得到恢复。

o�
���	
�����	�
����������		��	
�
���������

���

�p������������
���b

������	��������
���������	��		��
�b����
���������	
��		����
�b����

����
��������
������������	�o	

	p����b

o�����	�
�����
�
b���������	���
�������������bpo	

	p�
��b�������	�
�o	
	p	����������

�
b
����	���������

�������
���		���
����������������
���	�b���������
�����������������
����������������
�����������������
���	b�����������
��������	��������
�������	�������	
�	�
����
�b

��������
������
���b������������
����������������
��
���������	����
���������	�o	
	p

�	�������������	
	������
���	��
������o	
	p������
����b

�����o���p�����
����������������

o���p������������
���������������

o�	p�����a����a�

��a�������
�
����
�
��	�	��������a�
����	����b

������
�������
���

�����	���
����������	�����
������a�
������
����b

��������������	�����	���

��������������
������
�������
������
�������	
	�b������������
������������a�

�a���a������
�
������	���������

������������b

��������������
����������������
�����	�����������
�
������	������

��b������������

������	�	���
����
��������������
����������	��a���
���������������
�����b

���������	����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