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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研读党史著作、用好红色资
源开展党史教育、打造精品党课、创
新学习方式……当前，各地各部门积
极落实党中央部署，多措并举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各项工作开局良好、进
展顺利，学习教育热潮正在逐步兴
起。

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学党史、悟思
想、办实事、开新局”的总体要求，
强调全党同志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
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扎实推
进党史学习教育，最根本的是深刻领
会、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和部署要求，确保高标准高质量
完成学习教育各项任务。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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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辉煌成就、艰
辛历程、历史经验、优良传统，深刻
启示着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
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为什么“好”。学习历史是为
了更好走向未来。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就是要以史为镜、以史明志，把
苦难辉煌的过去、日新月异的现在、
光明宏大的未来贯通起来，在鉴往知
来中砥砺前行，在乱云飞渡中把准航
向，在凝心聚力中团结奋斗，共同创
造新的历史伟业。

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党
的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加强党
的政治建设的重要举措。学党史，要
在锤炼政治意识、磨炼政治能力的政
治洗礼中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
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旗帜鲜明讲政治、保证党的
团结和集中统一是党的生命，也是我
们党能成为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
的关键所在。”事在四方，要在中
央；船重千钧，掌舵一人。纵观党的
奋斗历程，在我们这样的大党、大

国，必须有一个在实践中形成的坚强
的中央领导集体，在这个领导集体中
必须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才能把
全党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凝
聚起广大人民的磅礴之力。党员、干
部学习党史，必须善于用政治眼光看
问题，从党史中汲取正反两方面经
验，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
领导，在学思践悟中切实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更加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
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保持高度一致。新征程上，全党上
下拧成一股绳，9100多万名党员心往
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没有战胜不
了的艰难险阻，就没有成就不了的宏
图大业。

心有所信，方能行远。学党史，
要在立根铸魂、固本培元的思想淬炼
中，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在新时代
更好地坚守初心、担当使命。革命理
想高于天，党的历史就是一部理想信
念的生动教材。从“砍头不要紧，只
要主义真”的坚定执着，到“愿拼热
血卫吾华”的英勇奋斗；从“干惊天
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无怨无
悔，到“哪里艰苦，我就应该到哪里
去”的默默奉献……越是深入学习党
史，就越能深刻感受到共产党人坚如
磐石的信仰力量。理想之光不灭，信
念之光不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
一场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初心使命的
精神磨砺。行源于心，力源于志。从
党的百年非凡历程中汲取营养和动
力，补足精神之钙、把牢思想之舵、
高扬信仰之旗，方能始终保持“赶
考”的清醒、奋发的状态，时时叩问
初心、处处践行使命，交出无愧于党
和人民的新答卷。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学党史，要
在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的深
入思考中，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

量。毛泽东同志曾意味深长地说，
“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我们党一
步步走来，一条重要经验就是重视对
历史经验的总结与运用，善于从不断
认识和把握历史规律中找到前进的正
确方向和正确道路。虽有智慧，不如
乘势。历史发展有其规律。学党史，
贵在深刻认识和把握我们党在革命、
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积累的宝贵
经验，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
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
理、探究历史规律，增强工作的系统
性、预见性、创造性。循道而行，方
能致远。站在历史的深厚基础上，端
起历史规律的望远镜，做到因势而
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我们就能
牢牢掌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
动。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
强。学党史，要在继承光荣传统、发
扬革命精神的党性锻炼中，鼓足迈进
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一百
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
民，不仅创造了极大的物质财富，也
逐渐形成了一系列光荣传统和优良作
风，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
系，为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
养。这些宝贵精神财富跨越时空、历
久弥新，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
斗、牺牲奉献、开拓进取的伟大品
格，蕴含着“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的精神密码，深深融入我们党、国
家、人民的血脉之中。光荣传统不能
丢，红色基因不能变。学党史，既要
不忘来时的路，更要走好前行的路。
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
共产党人精神血脉，永葆对党的忠诚
之心、对人民的赤子之心，书写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事业的新
篇章——这是历史的呼唤，更是人民
的期待。

（新华社北京4月5日电）

学习历史是为了更好走向未来
——论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新华社评论员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

大会上强调：“全党同志要做到学史明
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以
昂扬姿态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
一百周年。”深刻理解领会“学党史、悟思
想、办实事、开新局”的丰富内涵，是开展
好党史学习教育的一个重要前提。

为什么要学党史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学习党史的
目的，就是要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
就鼓舞斗志、明确方向，用党的光荣传
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
党的实践创造和历史经验启迪智慧、砥
砺品格，达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
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的目的。

我们党历来重视党史学习教育。在
党的历史上有过数次大规模关于党史的
大学习和大讨论，都对当时的事业起过
巨大的推动作用。比如，1942年开展的
延安整风运动就是一次党史大学习、大
讨论。这场运动一直延续到1945年4月
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历史
问题的决议》才宣告结束。整风运动不
仅达到了预期目的，还实现了全党空前
的思想统一和团结；不仅为党的七大胜
利召开提供了有力保证，也为争取抗日
战争的胜利和民主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奠
定了思想和政治基础。比如，在新中国
建立初期，全党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党
史学习活动，主要学习文件是胡乔木撰
写的文章即 《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
此文第一次全面系统地概述了中国共产
党成立以来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
的斗争建立新中国的整个历史。经过这
次全国范围的党史宣传和学习，全国人
民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和认识，
更加热爱中国共产党，更加坚定地在党
的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
建设。比如，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
中全会前后也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党史
大学习、大讨论活动。这时全国人民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正确路线指
引下，终结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两
年来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了对党
的政治、思想和组织路线的全面拨乱反
正，国家明确地进入以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为中心的新的历史时期。十一届六
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
历史问题的决议》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
泽东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
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决
议》的通过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
反正的胜利完成，推进了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的伟大历史转折，对改革开放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具有重
要的指导意义。以这个 《决议》 为指
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在学习和研究党史
的热潮中，满怀信心地沿着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前进，逐步实现了党所制定的上世纪最
后二十年的奋斗目标，使国家在新世纪
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下一个战略目标
迈进。

今年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
党中央立足党的百年历史新起点、统筹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为动员全党全国满怀信
心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
作出的重大决策，这是党中央在全党开
展的又一次大规模的党史学习教育活
动。习近平总书记将这次党史学习教育
的意义归纳为三个“必然要求”：是牢
记初心使命、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
史伟业的必然要求，是坚定信仰信念、
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必然要求，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永
葆党的生机活力的必然要求。

那么，我们如何学习党史？
要树立正确党史观。正确的党史

观，就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
以我们党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和党
中央有关精神为依据，正确把握党的历
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认
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
会议、重要人物，穿透历史虚无主义的
迷雾，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更好
正本清源、固本培元，引导全体党员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

要树立大历史观。所谓大历史观，
就是从历史的大格局上观察历史，从较
长的时段来观察历史，注重历史的结构
性变动和长期发展趋势。全党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就是要把中国共产党百年历
史，放到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近
现代以来中国人民180多年斗争史、奋斗
史中来认识和把握，从历史长河、时代大
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
规律和大势，掌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
历史主动，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增强
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

学党史悟思想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马
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且百年来从未
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正因为党始
终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自己
的行动指南，并结合时代特征和中国实
际，在实践中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
相统一、固本培元和守正创新相统一原
则，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产生
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产生了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党和
人民事业发展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才
有了这百年辉煌。

悟思想，就是要求全体党员从党的
非凡历程中领会马克思主义及中国化的
马克思主义是如何深刻改变中国、改变
世界的，特别是要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
史性变革的进程，深刻学习领会新时代
党的创新理论，深入理解把握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性真
理性，感悟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和实
践力量，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和马克思主义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
进的理论品质的认识，系统掌握贯穿其
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提高全
党的思想理论水平。

学党史办实事

我们不是为学党史而学党史，我们
学习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切实为群众办实
事解难题，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工作动力
和成效，防止学习和工作“两张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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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自觉担负起
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
强和人民幸福的历史使命。党团结带领
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根本目的
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无论面临
多大挑战和压力，无论付出多大牺牲和
代价，这一点都始终不渝、毫不动摇。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就要教育引导
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和宗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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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切实实为
人民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推动共同富裕
取得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真正做到“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

学党史开新局

学习历史是为了更好走向未来。学
党史是开新局的一个载体，努力开创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局面。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一步步
走来，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不断总结经验、
提高本领，不断提高应对风险、迎接挑
战、化险为夷的能力水平。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
实现的，在前进道路上会出现各种可以
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我们必须
要从历史中获得启迪，要从历史经验中
提炼出克敌制胜的法宝。建党一百年是
一个总结经验、提高本领的重要节点。
在这个重要节点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就
要教育引导全党从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
点的伟大斗争出发，总结运用党在不同
历史时期成功应对风险挑战的丰富经
验，不断增强斗争意识、丰富斗争经验、
提升斗争本领，不断提高治国理政能力
和水平。要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
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
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要
认真回顾走过的路，不能忘记来时的路，
继续走好前行的路，不断开创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局面，书写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篇章。

（作者为焦作市委党校马列主义教
研部副主任、副教授）

深刻理解“学党史、悟思想、
办实事、开新局”的丰富内涵

□卜莲玉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3 月 6 日发布
的 《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 白皮书，
记录了中国消除绝对贫困的伟大历
程。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任务，中
国人民在创造美好生活、实现共同富
裕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

每一个中国人都参与并见证了这
一大事件。正如白皮书所说，这不仅是
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大事件，也是人类减贫史乃至人类发
展史上的大事件。这一“大事件”来自
一个“大事变”，就是1921年中国共产
党诞生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从领导土地革命、实行“耕者有
其田”，到新中国开展土地改革，废
除封建土地制度，建立起社会主义基
本制度，中国摆脱贫穷落后、人民共
享繁荣，获得了最基本制度保证。

致富光荣，共同致富。从改革开
放一开始就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
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到党的
十八大后提出“小康不小康，关键看
老乡”“决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地区、
一个贫困群众”重要论断，中华民族
实现千年梦想、百年夙愿的奔梦路
上，一个人都不会少。

共同富裕，既是物质意义上的，
更是精神意义上的。脱贫攻坚既取得
了物质上的累累硕果，也取得了精神
上的累累硕果。脱贫攻坚唤醒了贫困
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极大提振和

重塑了贫困群众的精气神，全国人民
的精神世界也从中得到升华。城乡一
盘棋、东西部一股劲，四海同心、天下
一家，中华民族的自信心自豪感和凝
聚力向心力极大增强，中国人民创造
更加美好生活的信心和底气极大增
强。

白皮书是记录胜利和历史的，也
是面向征途和未来的。脱贫摘帽不是

终点。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
国家，仍面临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
矛盾。站在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上，
赓续传承伟大脱贫攻坚精神，我们必
将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和挑
战，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缩
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实现人的全面
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脱贫：走向共同富裕的坚实一步
□王立彬

白皮书。 徐 骏 作（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