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理论创新
2021年9月27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丁佳文 苏鹏 美术编辑：卞锐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从社会主义发展史中汲取前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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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内在的精神与传承，涵括了一
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
华文明五千余年生产生活实践中积累的产物，是中华民族思
想道德、价值观念等的总体，为中华民族的发展与壮大提供了
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是中华民族的独特标识。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体现了中华民族世代传承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审美观等，这是中国民族和中国人民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
标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是国家
和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

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至少有两方面的内涵

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文化的重要论述，是新时代背景下党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的新理解、新概括、新认知，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发展的指导思想与理论方针。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认
同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必要条件。习近平总书记在党
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
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这一论断，突出了文化对于一个
国家乃至一个民族的重要作用。“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
化的繁荣昌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百年来全体
中国共产党党员与中国人民努力奋斗的目标。这一目标的实
现，离不开党和人民的艰苦奋斗，更离不开坚定的文化信仰、高
度的文化自信、先进的文化理念、繁荣兴盛的文化体系。
二是坚定文化自信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坚

实基础。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
质是建立在五千余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中华文化
的软实力体现在上下五千年的文明绵延，体现在民族危亡时
的匹夫有责，体现在革命战争下的舍生忘死，体现在改革建设
中的求真务实，体现在伟大复兴路上的砥砺奋进。这些宝贵
精神是中华民族的财富，引领着我们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历
史进程中披荆斩棘，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是我们文化自
信的源泉，更是我们文化自信的底气。中华文化沃土孕育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意愿，符合中国新时代
发展的要求，可以使中国理论更具有说服性、中国道路更具有
规律性、中国制度更具有保障性。

基于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群体中的发展基础，实现新时

代文化自信

其一，将改善家庭文化环境作为建设新时代文化自信的
基础。一个文明进步、健康向上、欣欣向荣的社会，必定依赖
民众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文明行为。家庭文化是我国优秀
传统文化的积淀，是塑造人品、培育良好行为习惯的关键，也
是国家和谐稳定、繁荣昌盛的基石，更是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自
信心的重要基础。所以我们要将传统文化融入民众的日常生
活中，让传统文化更加接地气、贴民心。在落实、落细上下功
夫，充分发挥家庭的优势来传播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
众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
其二，构建主流媒体主导、新媒体并行的多样化传播体

系。在新媒体时代发展背景下，新型社交软件的日益普及，个
体发布的社交信息很容易受到其他在线个体的关注，并进行
行为和信息的复制，从而完成信息传播。新媒体的发展带给
公众一个参与感十足的发言平台，并凸显出新媒体的舆论主
体碎片化的特点。公众由传统媒体接收角色向新媒体用户角
色的转变，也是主流传播方式由被动向主动的转变，公众开始
成为舆论的参与者和生成者。
其三，以社会实践为中心，强调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现实

生活的重要性。鉴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悠久，在不同
阶段、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表现方式，要深刻理解新时代优秀
传统文化和实际生活的关系，将优秀传统文化和人民生活融
合起来，加强文化自信对实践活动的指导意义。只有真正地
将文化自信与实践活动相结合，才能提高公众对于新时代优
秀传统文化的社会认同感，发挥新时代优秀传统文化在现实
生活中的精神导向作用，更好地推动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发
展进程。
（作者为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

约研究员，天津理工大学教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今中国的最新延续和发展。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走进历史深处，从社会主义五百
年中汲取前行力量。通过回看来时的路，在社会主义三大历史性飞跃中坚
定理想信念；比较别人的路，从社会主义遭受的挫折中汲取深刻教训；反观
自己的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成就中坚定“四个自信”。

一、在社会主义三大历史性飞跃中坚定理想信念

社会主义五百年，有三大历史性飞跃。社会主义滥觞于1516年托马
斯·莫尔的《乌托邦》。此后三百多年里，社会主义以空想的形态加以延
展，其影响几乎遍及欧洲，并达于美洲。空想社会主义虽然在一些基本问
题上始终未能摆脱根本缺陷，但也“处处突破幻想的外壳而显露出来的天
才的思想萌芽和天才的思想”，甚至“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科学地证
明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空想社会主义演化三百多年后，社会主义迎
来第一次飞跃，即从空想到科学的伟大飞跃，其标志是1848年《共产党宣
言》的发表。基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坚实基础之上，《共产党宣
言》系统而透彻地阐述了共产主义学说，深刻分析了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
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阐证了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
历史必然性，阐明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被列宁称为“每个觉悟工人必
读的书籍”。《共产党宣言》发表后的近七十年间，科学社会主义始终停留
在理论层面。直至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炸开了帝国主义链条上最
薄弱的一环，缔造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
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飞跃，即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二次飞跃。
之后，社会主义走出苏联，实现了从一国到多国的第三次伟大飞跃。
社会主义三大历史性飞跃表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是不断认识把

握历史规律过程，是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迈进的过程。社会主义三大
历史性飞跃昭示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是人间正道。虽然社会主义在发
展的过程中会出现挫折和反复，但马克思主义揭示的资本主义必然消亡、
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趋势不可逆转。社会主义五百年，尤其是1848
年至今的170多年，无产阶级表现出高度的历史自觉，在历史潮流中明确
方向、把握主动、走向未来，牢牢掌握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主动性。正
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笃信与
坚守，社会主义才先后实现三大历史性飞跃，科学社会主义才形成浩浩荡
荡发展潮流、展现出势不可挡的发展趋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源于社会
主义五百年，社会主义五百年是其深厚的历史滋养。新时代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社会主义发展史，更加需要深刻把
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社会主义三大历史性飞跃的深入思考中深刻
把握社会主义发展历史发展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深刻认识社会主义
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走进历史深处，不断从中深入领会学习马克思主义
理论的重要意义，感悟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坚定理想信念，做到不忘
历史、不忘初心，知史爱党、知史爱国、知史拥护社会主义。

二、从社会主义遭受的挫折中汲取深刻教训

恩格斯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
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但是，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社会主义五百年发展史表
明，社会主义“变化和改革”历程也并非像涅瓦大街那样笔直、平坦，而是
有着许多曲折、低谷。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无论在社会主义发
展史上还是整个世界历史上均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但是，二十世纪
九十年代初，这个曾经唯一可以与美国相匹敌的超级大国，在没有外敌入
侵和特大自然变故的情况下，却在“人道的”、“民主的”改革中解体覆亡。
历史是最好的清醒剂。习近平总书记曾分析指出，“想当初，苏联为

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是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
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苏联解体对

我们当前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历史镜鉴。这一历史教训警示我
们，我国实施改革必须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
导。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只有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不断改善党
的领导，才能成功应对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克服无数艰难险
阻，才能确保改革开放这艘航船沿着正确航向破浪前行。这一历史教训
警示我们，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当前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
持正确方向、坚持正确道路。我们要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教诲，“在
方向问题上，我们头脑必须十分清醒，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
发展，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必须牢记历史教训，改
革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改什么、
怎么改必须以是否符合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根本尺度。
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在道路选择
上，当前我们全面深化改革既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更不能走改旗易帜
的邪路，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历史教训还警
示我们，当前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深
化改革永远在路上，解放思想永无止境。全面深化改革只有坚持理论联
系实际，才能廓清困扰和束缚实践发展的思想迷雾，才能不断开辟马克思
主义发展新境界，也才能在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中展现科学社会主义
的思想力量和理论魅力。

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成就中坚定

“四个自信”

列宁指出，“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
完全一样。”走自己的路，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
本质要求。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中国实
际和时代要求相结合，成功找到了适合我们的“走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
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
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
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下，
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
界的东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下，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共产主义远大理
想，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和理想。
从开启新时期到跨入新世纪，从站上新起点到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不断开拓发展新境界。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
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
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世界社
会主义发展史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均具有重大意义：意味着近代以来久
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
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
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
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尤其为
当前的抗“疫”斗争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历史和现实已经能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在当
今中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有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才能真正做到“千磨万击还坚劲，任
尔东西南北风”，才能奋力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作者为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科技大学基地

研究员）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
工程”，为加强新时代高校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指明了方向。
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本质特征，贯彻
执行党对高校的坚强领导，培养造就堪当民族复兴大业时代
新人，高校基层党组织首当其冲，责任重大，必须善于从党的
百年建设史、从社会主义大学党组织建设史中总结经验、把
握规律、汲取力量，坚持固本强基，筑牢战斗堡垒，切实加强
高校基层党组织政治领导力、思想引导力、群众组织力、社会
号召力这“四力”建设。

一、以强化政治功能为首要，着力加强高校基层党组织

政治领导力建设

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既要“造形”更要“铸魂”，提升政
治领导、强化政治功能，是高校基层党组织保持正确政治方
向的必然要求。当今，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建设一流大学、培养时代新人，
基层党组织就要充分发挥举旗定向、凝心聚力的“龙头”作
用。一是要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牢牢掌
握党对高校工作的领导权，打下立德树人的鲜亮底色，确保
人才培养始终以党和国家发展需要、社会需求为导向。二
是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提高“三会一课”质量，认真开好组
织生活会、民主评议党员，使广大师生党员在党内政治生活
的“熔炉”中得到淬炼。三是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正
确选人用人导向，着力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
伍，落实“双带头人”制度，把各类优秀人才凝聚到党和国家
的高等教育事业中来，当好“领头雁”、把好“方向盘”。

二、以夯实理论学习为重点，着力加强高校基层党组织

思想引导力建设

重视学习、善于学习、勤于学习是我们党的制胜法宝。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历经艰难困苦
创造新的辉煌，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党始终重视思想建
党、理论强党。”这一重要论述道出了我们党能够跨越百年
时空而永葆先进性的“密钥”。高校是出思想、出理论、出经
验的地方，加强高校基层党组织理论学习有着极为特殊的
意义和迫切性。首先，健全学习制度，始终把理论学习制度
建设摆在重要位置，以严明精细的“时间表”“任务单”“路线
图”抓紧抓实理论学习。其次，聚焦学习内容，坚持读原著、

学原文、悟原理，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等教育的重要论
述，以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党的宗旨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形
势政策教育和知识技能教育为主要内容，构筑多层次学习
体系。再次，创新学习载体，以主题党课、党日活动、理论宣
讲等传统方式融合“两微一端”等新媒体平台，满足师生党
员多样化、智能化、便捷化学习需求，确保高校基层党组织
用党的创新理论高度统一起来、巩固起来、壮大起来。

三、以全方位服务师生为宗旨，着力加强高校基层党组

织群众组织力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
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推进改
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共产党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
吸、共命运。高校基层党组织要善于团结和动员党内外群
众，将自身建设成为密切联系群众的坚强战斗堡垒。要坚
持以学生为本，把学生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帮助他们处理好
解决好学业、生活等方面问题。同时，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
服务功能，倾听教师的呼声，以教师全面发展为目标，通过
业务培训、专家引领等方式有效提升教师能力素养，为教师
们勇立教育改革潮头、尽心尽力教书育人搭建广阔而坚实
的舞台。

四、以先进典型为指引，着力加强高校基层党组织社会

号召力建设

社会号召作为一种重要领导方法，与中国革命、建设
和改革的历史发展进程紧密相关，其教育功能、感召功
能、激励和凝聚功能尤为突显。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广大
教师要继承发扬老一辈教育工作者“捧着一颗心来，不带
半根草去”的精神，以赤诚之心、奉献之心、仁爱之心投身
教育事业。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高校基层党组织成员
既要走在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前列，还要
善于发现、悉心培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典型，大
力发挥好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同时，积极选调名师名
家和学生骨干组建宣讲团，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宣传文
化阵地作用，号召和助推广大师生强化责任担当意识和
改革创新意识，为办好党和人民满意的社会主义大学不
懈奋斗。
（作者为天津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天津市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
怕困难、顽强拼搏，坚韧不拔、
敢于胜利”的抗洪精神是伟大
建党精神的赓续传承，是中国
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篇
章，是我们党带领人民战胜自
然灾害和前进道路上一切艰难
险阻的巨大力量。

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凝聚

战胜风险挑战的团结伟力

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反映
了中华儿女集结在一起的力量
是不可战胜的，体现了中国人民
的强大凝聚力。1998年为了战
胜洪灾，36万多名解放军和武
警战士、800多万干部群众直接
参与抗洪抢险，加上为抗洪抢险
提供直接服务的力量，总数达上
亿人。从千里长堤到首都北京，
从大江南北到长城内外，从沿海
省市到边疆地区，形成全国上下
一心、干群一心、党群一心、军民
一心、前方后方一心抗洪救灾的
团结力量。
抗洪救灾胜利，体现了中国

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人民至上的
理念，反映了中国人民巨大的凝
聚力和团结协作精神。“办好中
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今年入汛
以来，河南等多地突降暴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
筹做好疫情防控和防汛救灾工
作，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实践证明，
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是我们党始
终坚持人民至上，救民于水火、
助民于危难的精神展现，是凝聚
战胜风险挑战的团结伟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团结

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战胜前
进道路上一切风险挑战、不断
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重要保
证。”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
调，实现“十四五”规划和二〇
三五年远景目标，必须坚持党
的全面领导，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推
动发展的强大合力。越是接近目标，越要发挥
党领导的优势，把各方面智慧和力量凝聚起
来。新征程上，我们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弘扬
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精神，唤起众人拾柴的心劲
儿，凝聚团结向上的精气神，最大限度地集中全党
全国全社会的智慧力量，让共同为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攻坚的动力更强劲。

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增强战胜风险挑战的

斗争实力

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反映了许多奋不顾身、
舍生忘死的英雄人物的大无畏精神，体现了中国
人民英勇顽强的强大斗争力。1998年，在荆州、
大庆、哈尔滨等地，无数共产党员、解放军战士、民
兵等用血肉之躯抵挡狂风巨浪，几个小时地定格
在惊涛骇浪之中，塑造了绵延几十、上百里的英雄
群雕，形成巨大斗争力量。
抗洪救灾胜利，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不怕困

难、顽强拼搏的革命斗争精神，反映了中国人民的
英雄气概。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今年入汛
以来，在河南等地抗洪抢险中，涌现出了众多平凡
的英雄：京广隧道内呐喊提醒群众弃车逃离的“侯
哥”、面对山洪暴发也不放弃每一个人的铲车司机

等。实践证明，不怕困难，顽强
拼搏，是我们党伟大革命斗争精
神的传承，是增强抗洪救灾斗
争实力的重要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

党是生于忧患、成长于忧患、壮
大于忧患的政党。”风险挑战培
养了我们党的斗争精神。当前
我们正处于人到半山路更陡的
时候，要顽强拼搏、不懈奋斗。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
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好稳
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
防风险等工作，都需要发扬斗
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新征
程上，我们要深刻认识我国社
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要
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家
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发
扬斗争精神，以不怕困难的勇
气、顽强拼搏的毅力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坚韧不拔、敢于胜利，激发

战胜风险挑战的奋进动力

坚韧不拔、敢于胜利，反映
了广大军民迎着困难和危险勇
敢前进，体现了中国人民的坚
强意志和必胜信念。抗洪是物
质的较量，更是意志的较量。
洪水面前，没有必胜的信念，没
有同洪水血战到底的决心，没
有钢铁般的意志，是无法言胜
的。狭路相逢勇者胜。抗洪英
雄们的坚强意志和必胜信念筑
起了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抵
挡着滚滚洪水。

抗洪救灾胜利，体现了我
们党发扬革命加拼命精神，反映
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排除万难
去争取胜利的勇气。一个党员
一面旗，危急时刻更显共产党员
坚韧不拔、敢于胜利的本色。“98
抗洪生死牌”上用生命写下铮铮
誓言的16位共产党员；病重吐
血依然坚守岗位牺牲在堤坝上

的李向群；“抗洪英雄”高建成、“抗洪钢铁战士”吴
良珠等英雄事迹，生动诠释了中国人民百折不挠
的坚强意志和无坚不摧的必胜信念。实践证明，
坚韧不拔、敢于胜利是我们党革命斗争精神的深
刻阐释，是激发人民战胜风险挑战的奋进动力。
伟大精神总在社会实践和历史进步中不

断得到继承与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
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分析当前经济
形势，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
局。”面向未来，对许多重大问题的认识和处理
都还处在不断深化的过程中，但是坚韧不拔、
敢于胜利的精气神绝不能丢，对未来的坚定信
心绝不会动摇。新征程上，共产党人必须继续
发扬革命加拼命精神，把磨砺意志、坚定信念，
矢志奋斗作为一种澎湃的动能，筑牢奋进的基
点、立起奋进的标杆、形成奋进的文化，让奋进
成为一种情怀。
（作者为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研究中心师范大学基地研究员，天津师范大

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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