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间是伟大的书写者！
100 年前，1921 年，
上海， 兴业路 76 号， 寻常里弄的石库门

内，13 名平均年龄 28 岁的中共一大代表聚在
一起举行会议，因安全原因，会议被迫中断。

浙江，嘉兴南湖上，碧波荡漾的一叶小船
里，转移至此的中共一大代表继续举行会议，
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

毛泽东同志总结党的创建历史时说：“中
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这一开天辟地的大
事变， 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
方向和进程， 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
族的前途和命运， 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
势和格局。 ”

立志千秋伟业

“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
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
正茂！ ”

———习近平

历史是公正的记录者！
100 年后，2021 年，
历史长河奔腾不息，百年征程波澜壮阔。
从建党的“开天辟地”、新中国成立的“改

天换地”，到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再到新
时代的“惊天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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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1 到 2021，
这是中国共产党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一

百年、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一百年、创造辉煌
开辟未来的一百年。

自然成长法则显示：植物扎根土壤越深，
向上伸展得越高； 根系越广， 枝叶的覆盖面
越广。

政党成长规律揭示：政党扎根人民越深，
向心力凝聚力越强；根系越广，为民办实事越
多，越能得到人民拥护。

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小小红船”到“巍
巍巨轮”，中国共产党深深扎根人民，把“坚持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铭刻在党章上、铭记在
党员心底里、落实在党员行动中。

数字展现青春担当：100 年前， 一批风华
正茂的“90 后”“00 后”燃烧激情的青春，担起
建党救国的重任，发出民族复兴的呐喊，掀开
伟大斗争的序幕。 截至 2018 年底，中国共产
党党员总数中，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后入党的 7423 万名、 占 81.9%，“80 后 ”“90
后”党员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

数字展现蓬勃生机：从最初只有 50 多名
党员、百年前名不见经传的小党，发展到今天
成为拥有 9100 多万党员的世界上最大的马
克思主义执政党、 拥有 460 多万个基层党组
织的“参天大树”，展现枝繁叶茂、昂扬向上的
蓬勃生机。

历史的脚步从不停止， 发展的进程从未
歇脚。

奋斗创造辉煌成就：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
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十三五”规划目标
任务胜利完成，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
历史性成就，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前迈出新
的一大步， 社会主义中国以更加雄伟的身姿
屹立于世界东方。

规划引领豪迈征程：“十四五”时期，是我
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
目标之后， 乘势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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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军的第一个五年。 衔接“两个一百年”，咬定
目标勇向前。

一如始终的初心，一脉相承的规划，衬映
千年伟业的孜孜以求， 展现百年大党的青春

志向。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深情指出：“中国共
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 百年恰是风
华正茂！ ”

理想信念如磐

“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
念之火一经点燃就会产生巨

大的精神力量。 ”
———习近平

“儿女不见妈妈两鬓白，但相信你会看到
我们举过的红旗飘扬在祖国的蓝天” ……近
日热播的专题纪录片《绝笔》中，10 余位革命
先烈在生命最后时刻写下的绝笔信， 字字滚
烫、句句千钧，彰显中国共产党人坚不可摧的
理想信念。

百年大党，为何风华正茂？ 一个重要原
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就是因为
从成立之日起我们党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
远大理想。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经受一次次挫
折而又一次次奋起，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党
有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 ”“有了坚定的理想
信念，站位就高了，眼界就宽了，心胸就开阔
了 ，就能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在胜利和顺境
时不骄傲不急躁，在困难和逆境时不消沉不
动摇 ，经受住各种风险和困难考验 ，自觉抵
御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永葆共产党人政治
本色。 ”

“革命理想高于天 ，理想信念之火一经
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 ”艰苦卓绝
的长征路上 ，面对 “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
察轰炸 ，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 ”生死考
验 ，红军硬是闯出 “把活路堵死 、向死路求
生”的新路。 一次次绝处逢生、转危为机，一
次次取得胜利、发展壮大。一百年来，理想信
念如火炬 、如明灯 ，照亮中国共产党从小到
大、由弱到强。

理想信念是精神之“钙”、力量之源。 抗击
疫情战场上，广大党员临危不惧、以生命赴使
命，25000 多名优秀分子火线入党，挺身而出、
护佑生命。 脱贫攻坚战场上，数百万党员干部
倾力扶贫，以热血践诺言，1800 多名同志将生
命定格在脱贫攻坚征程上。 一百年来，远大理
想引领， 一代代共产党人树立一座座不朽历
史丰碑，绘就一幅幅激越历史画卷。

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 信念因其执着
而为信念。 坚定理想信念，最重要的是坚定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
信、文化自信，不断增强历史定力，增强做中
国人的志气、骨气与底气。

“这个理想信念我们一定要有 ，要把这
个火烧得旺旺的。 ”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
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 今
天， 虽然没有枪林弹雨、 没有血雨腥风，但
是 ， 当前我国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挑
战 ，化解每一个重大风险 、应对每一个严峻
挑战，都是看不见硝烟的战斗。 无论时代如
何变化 ，不管形势怎样发展 ，任何时候都不
能丧失理想信念，必须坚定对马克思主义和
共产主义的信仰 、对社会主义的信念 ，补足
精神之钙，祛除软骨之病，挺起坚强脊梁，永
不懈怠、奋勇前进。

上世纪 30 年代，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
从异常艰苦条件下勤勉奋斗的中国共产党人
身上看到一种特殊的力量， 他把这种力量称
为“东方魔力”。 今天，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
下，中国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
大飞跃，西方媒体称之为“东方奇迹”。 从“东
方魔力”到“东方奇迹”，彰显坚定执着的理想
信念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创造一个又一个人间
奇迹的重要精神支撑。 坚定理想信念，向着伟
大梦想， 共同接续奋斗， 就一定能谱写新篇
章、创造新辉煌。

践行初心使命

“只有不忘初心 、牢记使
命、永远奋斗，才能让中国共
产党永远年轻。 ”

———习近平

中国共产党来自于人民，为人民而生，因
人民而兴。

延安时期 ，毛泽东同志发表 《为人民服
务 》 演讲开宗明义 ：“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
为着解放人民的 ， 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
工作的。 ”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
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
民族谋复兴。 ”

2020 年 8 月 19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
考察时强调：“任何时候我们都要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都不能忘了人民这个根，永远做忠
诚的人民服务员。 ”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1 年新年贺词中指
出：“我们秉持以人民为中心，永葆初心、牢记
使命，乘风破浪、扬帆远航，一定能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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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
期、解放战争时期到建立新中国，直到现在，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就都是人民群众干出
来的， 改革开放历史伟剧是亿万人民群众主
演的。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
是江山。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
能战胜各种困难。

含德之厚，比于赤子。 “人民”二字重如千
钧。 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
民，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 中国共产
党自成立之日起， 一直把初心和使命写在旗
帜上、扛在肩上。

一切为了人民， 坚持一脉相承的执政理
念。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
权性质的试金石。 共产党打江山、守江山，守的
是人民的心，为的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 以人
民为中心，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是立党为
公、执政为民的生动写照，也是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深刻诠释。 一切为了人民，把人民拥
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
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多谋民
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党心民心就能画出最
大同心圆，党和人民就能风雨同行。

一切依靠人民， 筑牢立于不败的坚实根
基。 “一切为了人民”回答了党的价值追求问
题，“一切依靠人民” 则回答了党的力量源泉
问题。 回望百年党史，中国共产党正是始终植
根人民、紧紧依靠人民，从人民中汲取智慧和
力量，才战胜各种风险挑战，不断从胜利走向
新的胜利。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
的英雄。 一切依靠人民，要始终坚持人民主体
地位，充分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充分发挥广
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问计于
民中集中群众智慧， 在依靠人民中推动改革
发展，行稳致远。

不断造福人民， 践行始终不渝的初心使
命。为政之道，在于顺民心、厚民生。把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实现好、维护
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要强化公仆
意识和为民情怀，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
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 把党史学习教育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
起来，开展好“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既
立足当前、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具体问题，
又着眼长远、完善解决民生问题的体制机制，
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
民，让人民在就业、收入、教育、社保、医疗、住
房、养老、托育等方面有更可靠的保障，不断
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

习近平总书记谆谆告诫：“只有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永远奋斗，才能让中国共产党永远年
轻。 ”初心不变，矢志不渝，始终与人民有福同
享、有难同当，有盐同咸、无盐同淡，党就能永
葆不竭力量，伟大事业就会无往不胜。

勇于自我革命

“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永葆
党的生机活力的必然要求。 ”

———习近平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总在一些特殊节点、
特殊场合，留下特别警示。

1945 年春， 党的七大在延安杨家岭中央
大礼堂召开， 会场墙壁上的八个大字格外警
醒：“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1949 年 3 月 23 日，毛泽东同志率中央机
关离开西柏坡前往北京时说了一句发人深省
的话：“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 ”

2013 年 7 月 11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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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到西柏坡纪念馆参观
时语重心长地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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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 年 2 月 2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
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强调：“在全党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永葆党的生
机活力的必然要求。 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
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 ”

勇于自我革命， 敢于坚持真理、 修正错
误。 毛泽东同志曾经深刻揭示其中的道理：
“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
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 共产党人必须
随时准备修正错误， 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
合于人民利益的。 ”大革命失败后，幼年弱小
的中国共产党及时总结经验，深刻吸取教训，
昂首浴血前行。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遵义会
议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危急关头挽救了党、
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文化大革命”
后，我们党以极大政治勇气拨乱反正，以“关
键一招”把中国带入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

勇于自我革命， 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纯
洁性。 从延安整风开创自我革命成功范例，不
同历史时期在全党主动开展既具针对性又各
具特色的集中性学习教育， 是我们党推进自
我革命的重要途径，也是一条重要经验。 改革
开放以来，通过开展整党、“三讲”教育、先进
性教育活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等，有
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党的十八大
以来， 先后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
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
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显著提高，党的
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
力不断增强。

“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 中国共产党伟
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
于刀刃向内， 一次次拿起手术刀革除自身病
症，刮骨疗毒、去腐生肌。 影响党的创造力、凝
聚力、战斗力的问题要全力克服，损害党的先
进性纯洁性的病症要彻底医治， 滋生在党的
健康肌体上的毒瘤要坚决祛除。 党的十八大
以来 ，坚持反腐败无禁区 、全覆盖 、零容忍 ，
“老虎”“苍蝇”一起打，不敢腐的震慑作用得
到发挥，不能腐、不想腐的效应初步显现，形
成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 同时不断完善党
的法规制度，正风肃纪，拔“烂树”、治“病树”、
正“歪树”，营造“山清水秀”党内政治生态，使
我们党始终充满蓬勃朝气、洋溢青春活力。

百年风霜雪雨，百年大浪淘沙。 翻开中
国历史 ， 没有哪个朝代反腐败力度如此之
大。 放眼世界各国，没有哪个政党反腐败决
心如此坚定。 “不是没有掂量过。 但我们认
准了党的宗旨使命 ， 认准了人民的期待 ”
“不得罪腐败分子 ，就必然会辜负党 、得罪
人民” ……习近平总书记振聋发聩的警示，

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沧桑却依然风
华正茂的一个重要秘诀： 勇于自我革命，永
葆党的先进性纯洁性。

弘扬伟大精神

“我们党之所以历经百年
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
不息，就是凭着那么一股革命
加拼命的强大精神。 ”

———习近平

“人生天地间，长路有险夷。 ”世界上没有
哪个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 遭遇过如此多的
艰难险阻，经历过如此多的生死考验，付出过
如此多的惨烈牺牲。

伟大事业孕育伟大精神，伟大精神引领伟
大事业。 百年非凡奋斗中，一代又一代中国共
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一大批视死
如归的革命烈士、 一大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
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形成了红船
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
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红岩精神、抗美援朝精
神、“两弹一星”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
震救灾精神、抗疫精神、脱贫攻坚精神等伟大
精神，构筑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这些宝贵精神是民族精神的升华， 是革
命精神的传承，是时代精神的体现。 正如习近
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之所以历经百年而风
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凭着那么
一股革命加拼命的强大精神。 ”

这些宝贵精神财富跨越时空、历久弥新、
熠熠生辉，集中体现了党的坚定信念、根本宗
旨、 优良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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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深融
入党、国家、民族、人民的血脉之中，为立党兴
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养， 是中国共产党人为
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不竭精神动力，
必须永续传承、世代发扬。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
阅卷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实现‘两个
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所
有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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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交出优异的
答卷。 ”

应当清醒看到，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党
员干部中容易出现承平日久、 精神懈怠的心
态。 有的觉得可以好好喘口气、歇歇脚，做做
安稳官、太平官了；有的觉得“船到码头车到
站”，不思进取、庸政懒政混日子；有的患得患
失不敢担当， 却贪图名利享受； 有的习惯当
“传声筒”“中转站”，遇到困难绕着走、碰到难
题往上交，缺乏攻坚克难的锐气和斗志。 任其
下去，精神懈怠、精神萎靡、精神丧失，必将损
害党和人民的事业与利益。

百年前，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
大声疾呼：“人人奋青春之元气， 发新中华青
春中应发之曙光。 ”

百年奋斗，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开辟
了伟大道路，建立了伟大功业，铸就了伟大精
神，积累了宝贵经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
伟大历史性成就，脱贫攻坚战如期打赢，实现
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创造了中华民族发展
史、人类社会进步史上令人刮目相看的奇迹。

“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错喜欢。 正
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 ”奋进新时
代、迈向新征程。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不知道还要爬多少坡、过多少坎、经历多
少风风雨雨、克服多少艰难险阻。 建成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
场接力跑，要一棒接着一棒跑下去，每一代人
都要为下一代人跑出一个好成绩。

矢志千秋伟业，恰是风华正茂。 中国共产
党不忘初心使命、团结带领人民，咬定宏伟目
标、持续接力奋斗，努力交出优异答卷———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到本世纪
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但愿到那时，我们再相会，伟大的祖国，
该有多么美！ ”

（执笔：本报记者 曹显钰 刘振 韩小乔）

思想伟力T25 20２1年 7月 1日
星期四

责编/韩小乔 版式/王艺林

宛仲平

百年大党 为何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