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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要做到明理、增信、崇德、力行

———学习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蒋岩桦

［摘 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深刻回答了在党史学习中为什么学、学什

么、怎么学的问题，我们必须深刻领会其要求和精神内涵。“学史明理”即感悟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坚持用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正确把握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学史增信”旨在坚定信仰信

念，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中吸取营养，坚定“四个自信”。“学史崇德”需要厚植人民情怀，发扬革

命新精神，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学史力行”要求心怀“国之大者”，不断提高“政治三力”，以实际行动

忠实践行“两个维护”。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党史 学习教育

2021 年新春伊始，党中央发出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动员令”，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开讲

“第一课”，全党上下迅速掀起学党史热潮。《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以三个“必然

要求”、六个“进一步”、九个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回答了党史学习中的为什么学、学什

么、怎么学的重要问题，为学好党史这门 “必修课”指明了方向，为准确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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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体要求提供了根本

遵循。

一、“学史明理”: 感悟思想伟力、把握发展大势

“理”即理论、真理、原理、机理。“学史明理”即通过党史学习教育，感悟马克思主义真

理，领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特别是学懂、弄通、做实党的创新理

论，探究历史规律，分析演变机理，把握历史大势，抓住历史机遇。

( 一) 感悟马克思主义真理与实践的力量

理论是实践的结晶，真理是时代的精华。毛泽东同志深刻洞察: “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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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① 100 年党史、72 年新中国

史、43 年改革开放史、505 年社会主义发展史，处处彰显着思想伟力。1516 年，托马斯·莫尔

( St. Thomas More) 发表 《乌托邦》，表达了人类对未来美好社会的向往，标志着空想社会主义

的诞生; 1848 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 《共产党宣言》，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飞跃，

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 1921 年，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

天辟地的大事变”②，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100 年来，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开天辟地，到

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地，到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再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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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党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不断用科学理论指导伟大实

践。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党和人民事业的每一次历史性跨越，无不伴随着理论创新的

重大突破，用思想力量推动实践创新。实践已经证明，历史和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

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大众化，就是解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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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思想密码。

( 二) 坚持用新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创新思想就是创造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

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③

学党史、悟思想，就要从党的思想发展史、理论创新史中深切感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之

间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深入推动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立足新时代伟大实

践进行的思想发展和理论创新，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学史明理，首要

的、最根本的任务是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会这一重要

思想的科学性、真理性，系统掌握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全面提高全党的思

想理论水平。通过学习党的思想发展史、理论创新史，既要 “从党的非凡历程中领会马克思主

义是如何深刻改变中国、改变世界的”④，也要从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日新月异的发展中，领会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如何持续深刻地改变着中国、改变着世界。

( 三) 把握历史规律和大势，掌握事业发展历史主动

在历史舞台上，人是“剧中人”也是“剧作者”。习近平指出: “历史发展有其规律，但人

·85·

①

②

③

④

《毛泽东文集》第 8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320 页。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514 页。

习近平: 《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21 年第 7 期。

习近平: 《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21 年第 7 期。



学党史要做到明理、增信、崇德、力行

在其中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① 欲知大道，必先知史。一是 “两个必然”作为历史规律的客观

性和作为历史过程的长期性。一方面，科学社会主义揭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

利，这一人类社会发展总趋势不可逆转; 另一方面，“两个必然”的社会形态演变规律得以完全

实现，“需要经历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世界发展还将长期处于两种社会形态、社会制度并存

的历史进程中。从全球范围来看，现在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占主导地位的历史时代。二是每

个阶段的历史大势不同，提供的历史机遇不同。100 年来，党的诞生、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新中国成立、实行改革开放，无一不是把握历史大势、抓住历史机遇、顺势而为的结果。一代人

有一代人的责任，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机遇。新时代建功立业，作为历史 “剧中人”，必须遵循历

史前进逻辑、顺应时代发展潮流; 作为历史 “剧作者”，要善抓善用历史机遇，掌握历史主动，

不做历史的“旁观者”。三是掌握历史主动要观大局、明大势、知大任、谋大事。正确把握中国

和世界发展大势，要点是统筹 “两个大局”，洞明世界格局总体上虽然 “资强社弱” “西强东

弱”，但中国崛起和“东升西降”的趋势不可逆转、民族复兴的千秋伟业不可逆转; 正确把握党

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势，要点是始终担负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历史使命，开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施 “十四五”规划，锚定 2035 年奋斗目标，准确把握

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二、“学史增信”: 坚定信念信仰、增强“四个自信”

“信”即信仰、信念、信心、自信。“学史增信”即通过党史学习教育，坚定对共产主义的

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信心，把党的百年奋斗历

程和伟大成就作为增强 “四个自信”最坚实的基础。

( 一) 信仰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和精神支柱

革命理想高于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

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② 学党史，就是要感悟共产

主义崇高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用一代代共产党人舍生忘死、前赴后继的革命精

神触及政治灵魂，强理想之根、壮信念之本。其一，党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出发。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告诫全党要 “不忘初心” “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初心就是党的理想、信

念、宗旨，而为什么出发的问题，共产党的名称就是答案: 为了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

《中国共产党章程》开篇就明确，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 第 2 条规定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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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 “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第 6 条入党誓词要求党员 “为共产

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奋斗终身，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 不惜牺牲、

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也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其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就

是坚定共产主义的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43 年改革开

放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部改革开放史，记载的就是我们党怎样探

索、实践、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入新时代，我们党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是

“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①，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对这个时代课题的回答。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信念坚定不坚

定，归根到底就是要看是否真学真懂真信真用新思想，要看学用新思想的水平强不强、能力高

不高。

( 二) 坚定信仰信念最重要的就是坚定 “四个自信”

信念不牢，地动山摇。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警示全党，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

会得“软骨病”。东欧剧变、苏联亡党亡国的历史悲剧证明，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丧失理想

信念开始的。学史增信，就是要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中吸取营养，补足精神之

“钙”。新时代共产党人，最重要的就是以 “雄健的精神”，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

信、文化自信。一要深刻认识到三个“来之不易”，即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二要坚信中国共产党 “能”在治国理政的强大领导能力，马克思主

义“行”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精神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在宽广的发展道路、

科学的理论体系、显著的制度优势、深厚的文化底蕴。三要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

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② 百年党史为这份自信打下了坚

实基础，我们党已经发展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我们国家已经发展为世界上最大的

社会主义国家、中等收入人口最多的国家、为世界脱贫事业贡献最大的国家。即便是当下的疫情

防控，中国也是世界大国中做得最好的国家。

三、“学史崇德”: 厚植人民情怀、赓续精神血脉

“德”即本色、品质、风骨、精神。“学史崇德”即通过党史教育学习，始终保持马克思主

义政党的鲜明本色，弘扬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精神、大无畏的奋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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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立党兴党强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树高千尺不忘根，水流万里不忘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们党来自于人民，党的根基和

血脉在人民。”① 党的根本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工作路线是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百年党史也是群众路线史，生动地展现了一幕幕党依

靠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伟剧，有力地证明了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

动力”②。学史崇德，每位党员都要扪心自问 “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一要保持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弄明白，党除了人民利益之外没有自己

的特殊利益”③，都要搞清楚红色政权与中国历代政权的根本区别是我们党 “为人民而生，因

人民而兴”，都要认识到，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是坚持唯物史观揭示的人

民主体地位，就是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二要厚植人民情怀。 “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

民”，共产党人的家国情怀就是人民情怀，与历代统治者的君臣家国情怀根本不同。共产党

“打天下、坐江山”从来不是为了凌驾人民之上作威作福，从来都只是做人民的小学生、做人

民的勤务员。回首百年，历代共产党人心里装的都是老百姓的苦乐酸甜， “唤起工农千百万、

同心干”，为的是老百姓翻身得解放; 改革开放、奔小康、脱贫攻坚，为的是让老百姓过上好

日子; 新时代提出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为的是实现老百姓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归根结底就是让中国摆脱压迫、摆脱贫困、摆脱歧

视，让人民生活好起来。

( 二) 发扬革命精神，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精神是历史的馈赠，英雄是民族的脊梁。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释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深刻总结我们党的风骨和品质是 “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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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党史是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的生动教材，是中国近现代史中最

为可歌可泣的篇章。学史崇德，就必须发扬前辈们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精神、大无畏的牺牲精神、

奋斗精神。一要把发扬传承作为最好的纪念。习近平指出: “世界上没有哪个党像我们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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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重温一篇篇

红色故事，就是回望一段段峥嵘岁月、一幕幕奋斗历程，追忆一串串前辈英名，就是经历一场

场思想教育、一次次精神洗礼。二是让英雄获得最高的礼赞。人民的江山是无数革命先烈抛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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颅、洒热血换来的。“为什么战旗美如画? 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100 年来，约有 2000 万烈

士为革命事业英勇献身。翻开党史，每一位烈士的姓名背后，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革命前辈

的遗像，永远定格为年轻的模样。仅毛泽东同志一家就为革命事业献出六位亲人，而当他得知

毛岸英牺牲后却说: “岸英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① 天

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一代代共产党人、一股股浩然正气、一座座不朽丰碑，感天动地、光照

千秋。每位党员读党史都应自问: “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

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

弃吗?”②

四、“学史力行”: 践行 “两个维护”、开创事业新局

“行”即行动、进行、执行、践行。“学史力行”即通过党史学习教育，在多个层面行动起

来。首先是旗帜鲜明讲政治，把 “两个维护”体现在行动上。其次在工作层面，要总结历史经

验，做好斗争准备; 践行初心使命，切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在推动自我革命的同时进行彻底

的自我革命，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局面。

( 一) 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习近平强调: “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党的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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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要深刻认识到，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党史学习教育首先是党的政治活动，是新

时代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学史力行”，就要做到知史爱党、知史爱国，做到知之愈

明、行之愈笃。首要的是把“两个维护”落到行动上，对 “国之大者”要心中有数。深刻把握

“国之大者”，关键在于讲政治。政治能力是党员领导干部第一位的领导能力，必须从讲政治的

高度理解“国之大者”，在三项政治能力上下功夫: 提高政治判断力，要善于运用政治思维和政

治逻辑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坚定不移地站稳政治立场、把牢政治方向; 提高政治领悟力，

要深刻领会、切实贯彻党中央精神，在看待政治形势、分析具体问题、开展业务工作时，都要自

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提高政治执行力，要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

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

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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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年谱 ( 1949—1976) 》第 1 卷，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年，第 305 页。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0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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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要做到明理、增信、崇德、力行

( 二) 把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作为对党的百年华诞最美的祝福、最好的献礼

2021 年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之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的开启之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推进 2035 年奋斗目标的开局之年。立足党的百年历史

新起点，“学史力行”要抓住重点。一是总结历史经验，迎接风险挑战。学党史要坚定唯物史

观、树立大历史观、强化历史思维、提升历史自觉，认清当代中国的历史方位，从党史中获取开

拓前进、开创新局的智慧、勇气和力量; 要系统总结党在历史上成功应对风险挑战的实战经验，

备足长期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政策 “工具箱”，引领世界形势往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为民族复

兴争取延长战略机遇期。二是践行初心使命，开展好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要把党史

学习成效转化为工作成效，党员干部要结合实际岗位，走出去、沉下心，在群众问题上多下抓细

抓小的“绣花”功夫，摸清老百姓的操心事、揪心事、烦心事，多解决所急所难、所愁所盼的

民生问题，多办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的实事好事。三是时刻保持 “赶考”心态，以新的伟

大自我革命引领新的伟大社会革命，在推进“两个伟大革命”中践行党的执政使命①，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要着眼于解决影响党的建设的难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着力提

升治国理政效能，确保党始终得到最广大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

坚强领导核心，带领全党全国人民满怀信心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创属于

新时代共产党人的民族复兴历史伟业。

( 蒋岩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责任编辑: 晏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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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China responds to US unilateralist confrontation with multilateralism， breaks through US economic

containment on the basis of mutual respect and win-win cooperation，transcends national，ethnic，cultural，and ideological

boundaries，and，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ntire human race，promotes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e Sino-US game shows a trendency of intensified soft power confrontation and “mixed warfare”．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evolution of the world structure will be accelerated．

 Study Party History and Improve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A Proper View of 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ust Be Established Dai Lixing ( 51)…………

To establish a proper view of 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 CPC) ，we must refute historical nihilism in

the study of the Party history． The rise of historical nihilism in China has a complex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background．

There are many specific reasons for its rise，mainly including deviating from the correct track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neglecting the objective requirements that specific problems should be specifically addressed and the requirements of

clarifying thoughts and improv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social reality; and deviating from the requirement of understanding

history from a holistic perspective and of properly evaluating party leaders' merits and mistakes． To establish a proper view

of history in studying and publicizing the Party history，we must uphold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adhere to the ideological line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firmly oppose the metaphysical

thinking in“absolutely irreconcilable antithesis”with an all-round view of history，take the“Two Resolutions”as an

important basis in research and publicity work，and insist on scientific evaluation of the historical status of the party

leaders．

Party History Education for Better Consciousness，Greater Confidence，Higher Virtue and More Effective

Practice: Learning Xi Jinping's“Speech at the Mobilization Meeting for Party History Learning and Education”

Jiang Yanhua ( 57)……………………………………………………………………………………………………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Speech at the Mobilization Meeting for Party History Learning and Education”

profoundly answered the questions of why，what and how to learn the Party history． The requirements and spiritual

connotations of his speech must be deeply understood． Better consciousness means to understand the truth of Marxism，

arming our minds and guiding our practice with the latest theoretical achievements in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and

properly grasp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China and the world． Greater confidence means to absorb nutrients from the Part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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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ury-old struggle and great achievements，so as to strengthen the faith in the party and the self-confidence in the road，

theory，system and cultur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igher virtue means the cultivation of the care for the

people，promotion of the new revolutionary spirit，and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spirit of the communists． More effective

practice requires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s place national interests as top priority，continuously improve their ability with

regard to political judgments，perception and implementation，and faithfully carry out in practice the“two safeguards”—

resolutely safeguard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core position in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entire Party，and

resolutely safeguard the authority and the centralized leadership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cademic Views 

Neo-Imperialism Is the Final Stage of Imperialism Yu Bin ( 64)………………………………………………………

Lenin pointed out that imperialism is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which was mainly based on the fact that

separation of monetary capital and industrial capital had reached the highest level，and financial capital had achieved a

dominant position． This paper holds that neo-imperialism today is the final stage of imperialism，mainly because big capital

has begun to disengage from production and reap benefits mainly relying on power． Lenin believed that the imperialist stage

started in Europ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the stage of neo-imperialism started in the

1970s． Lenin thougth that the typical economic feature of imperialism is capital exports;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typical

economic feature of neo-imperialism is the export of paper money，also known as IOU export． Besides，neo-imperialism

use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o collect rents，the power to regulate carbon emissions to impose levies on excessive

emmissions． Neo-imperialist countries and forces that are exporting IOU are fighting against each other due to changes in

the balance of power． Therefore，the end of neo-imperialism and the total demise of capitalism are not only inevitable，but

also not very far off，which is the cause of the great changes unprecedented in the past century．

Critique of the Monopoly of Financial Capital in Lenin's Theory of Imperialism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

Zhang Chaoying ( 73)…………………………………………………………………………………………………

The theory of imperialism put forward by Leni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still has important value today． In

his discussions on imperialism，Lenin revealed its monopolistic nature． Financial capital's monopoly is the foundation of

Lenin's theory of imperialism，and it is also a key step towards parasitic and decadent capitalism．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the economic crises and crises in many other fields in the developed capitalist countries led by the Un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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