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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波

［摘 要］ 照金精神，是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优秀共产党人，在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

地以及后来的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革命精神。照金精神的主要内容是独立自主的斗

争精神、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忠诚于党的坚忍品格、一心为民的工作作风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我们要继承和弘扬照金精神，不断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

［关键词］ 党史 照金精神 照金革命根据地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2 月 2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

指出: “在一百年的非凡奋斗历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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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精神等伟大精神，构筑起了中国共

产党人的精神谱系。”① 2015 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曾亲临陕西省铜川市照金镇，参观陕甘

边革命根据地照金纪念馆和革命旧址。他指出: “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

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要加强对革命根据地历史的研究，总结历史经验，更好发扬革命精神

和优良作风。”② 照金精神是在党中央领导下，中共陕西党组织在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

命根据地 ( 照金革命根据地) 的伟大斗争中孕育和发展起来的，照金精神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

财富，需要认真分析、提炼概括，以更好使之发扬光大。

一、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形成

照金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较早建立的革命根据地之一，也是红二十六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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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中华思想通史” ( 20@ ZH026) 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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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壮大、走向胜利的坚强阵地。说起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就不能不提渭北革命根据地。渭北

革命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西北地区创建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

习仲勋是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习仲勋后来谈到渭北、陕甘边、陕甘宁根据地

的历史时说过: “要说苏区，第一个苏维埃政府是渭北，因为渭北的心字区、武字区从大革命时

期起，一直没有间断过武装斗争。不仅是秘密工作，还有武装斗争。要说第一个苏区，是渭北苏

区，建立过苏维埃政权; 第二个是照金; 第三个是南梁，是陕甘边政府。”① 渭北革命根据地为

后来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及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形成与发展，培养了干部、奠定了基础、提供

了宝贵经验。
1932 年 4 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推动

了照金地区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1933 年 1 月，中共陕西省委派金理科到照金苏区组建陕甘边

特委。3 月 8 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别委员会在照金土儿梁正式成立，下辖耀县、旬邑两个县委和

苏区党组织。金理科任特委书记，习仲勋任特委军委书记。4 月 5 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在照金

岳家山召开陕甘边区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雇农出身的穷苦

农民周冬至当选为革命委员会主席，习仲勋为副主席。

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横跨耀县 ( 今耀州区) 、淳化、旬邑、宜君四县，面积

达数万平方公里。它是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党的领

导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经过无数流血牺牲，逐渐建立和发展起来的。1935 年初，陕甘边革命

根据地和陕北革命根据地合并为陕甘革命根据地 ( 亦称西北革命根据地) ，这是土地革命战争后

期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对于陕甘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作用，毛泽东同

志有过高度评价。1945 年 2 月，他在中共中央党校作报告时说: “陕甘宁边区的作用非常大，我

说它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枢纽，中国革命的起承转合点。” “这个地方是落脚点，同时又是出发

点。”② 同年 4 月，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他再次强调: “没有陕北那就不得下地。我说陕北是

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③ 近代以来，我国南方地区一度是革命斗争的中心。在某种

意义上说，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也是在南方革命影响下展开的。但是，当中共中央和红军主力

落脚陕北后，中国革命的重心也就实现了由南方向北方的大转移。此后，陕甘革命根据地逐渐扩

大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党中央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为指挥中心和战略总后方，为抗日战争的胜

利乃至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照金精神的基本内涵

在创建与发展照金革命根据地、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中，我们党进行了一系列建立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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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文集》第 3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2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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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照金精神及其时代价值

的基层组织、建立红色政权、建立革命武装、开展根据地建设等尝试，积累了丰富的革命经验，

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坚强的革命骨干，极大地鼓舞了西北人民争取解放的勇气和信心，也铸就了

伟大的照金精神。张秀山认为，20 世纪 30 年代前期，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造

与发展，是西北革命斗争史上的光辉篇章，照金革命根据地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是永载史册的。

张邦英也强调，“不要忘记在革命战争年代中牺牲的同志，要继承他们以往的革命精神和光荣革

命传统，艰苦奋斗，努力工作”①，为党和人民事业作出新贡献。照金精神，与红船精神、井冈

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紧密联系、相互映衬，丰富了党和人民的精神宝库，鼓舞我们

向着胜利不断前进。

( 一) 独立自主的斗争精神

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坚持以毛泽东红色政

权建设理论为指导，紧密结合西北革命斗争实际，深入开展武装斗争、政权建设和土地革命，创建

和发展了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他们坚持独立自主，不盲从，不教条，善于把党的正

确路线方针同当地具体革命斗争实际结合起来，为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2 年初，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的红军陕甘游击队首次来到照金，点燃了这里

的革命之火。陕甘游击队的活动地区，经济状况很艰难。陕甘游击队不但要进行激烈战斗，同时

在生活给养上也很艰苦。当时，从苏联回国的吉合在刘志丹、谢子长的队伍中担任干部训练教

员。据他回忆说: “由于过度劳累，我曾两次休克过去。一方面是由于劳累过度，另一方面可能

是由于营养不足的缘故。在训练紧张时刻，晚间多半是只喝小米粥，一日三餐，没有油水，就连

吃蔬菜都有些困难，多半是吃咸菜。我每次休克了，也只是给我再喝点小米粥，这是最好的病号

饭。在那儿住了三个多月，没有见过一次面食。对我的饮食则这样优厚，由此可见，谢子长、

刘志丹和整个部队的艰苦程度了。但他们从不叫苦，情绪饱满，一个个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

神，这使我受到很大教育，使我亲眼看到和亲身体验到战斗在国内的同志们，生活是多么的艰难

啊!”②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陕甘游击队依然坚持开展独立自主、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

1932 年 12 月 24 日，在宜君县转角镇 ( 今属旬邑县) 举行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

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授旗仪式。红二团成立后，按照中央和省委的部署，在照金游击队的配合

下，横扫了照金腹地和周边反动武装，逐步形成以照金薛家寨为中心，横跨耀县、淳化、旬邑三

县边界、面积广大的红色根据地。习仲勋回忆: “照金苏区是西北党和红军第一次在山区建立根

据地的尝试，是红二十六军的立脚点和出发点。它发展和保存了红军主力，使西北革命过渡到一

个新的阶段。”③ 曾任红二团团长的王世泰回忆: “红二十六军第二团 ( 以下简称红二团) ，是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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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邦英: 《片段回忆》，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2007 年，第 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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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党在陕甘边区成立最早的一支正规红军。她的建立，曾为创建、发

展、巩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红二团的作用和影响，深深

地扎在根据地人民的心里; 红二团的全体指战员，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表现出的视死如归的革

命精神是永存的; 红二团得以幸存的骨干，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汲取教训，振奋精神继续前进

了。”① 1935 年 9 月，鄂豫皖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与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胜利会师。9

月 18 日，在延川县永坪镇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红二十六军的伟大战绩被永远铭记

于革命史册。

( 二) 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

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照金苏区的创建者们，历尽千辛万苦，经历失败挫折，

排除种种干扰，不屈不挠地坚持开展斗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刘志

丹、谢子长、李妙斋、王泰吉以及千千万万革命者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33 年 8 月 14 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在照金革命根据地的陈家坡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会

议对当时形势和以后任务进行了认真而热烈的讨论。这次会议纠正了部分干部中产生的右倾悲观

情绪和分散红军的错误主张，制定了“不打大仗，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集中主力打击敌人，

巩固和扩大照金根据地”的作战方针等。陈家坡会议达成了共识，统一了革命武装指挥，提出

了红军和游击队的作战方针，对发展和巩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33 年 9 ～ 10 月，国民党反动派乘红军转入外线，后方兵力空虚之机，调集重兵进攻照金

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薛家寨。照金革命军民同敌军展开了浴血奋战，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李妙斋

壮烈牺牲。经过数日苦战，终因寡不敌众，薛家寨失守。

在中国革命斗争中，除了这些领导干部、红军指战员、共产党员之外，还有许多普普通通的

群众，在党和人民军队的感召、领导下积极投身革命斗争，也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在照金薛

家寨保卫战中，就有不少普通群众牺牲或者失踪。数位红军女游击队员突围时被敌人逼到石崖断

壁上，宁死不屈，纵身跳崖，壮烈牺牲。其中杜大莲和谢家庄的黄海娃之妻两位女游击队员被山

腰的藤蔓和树枝挂住，她俩抓住树枝和藤蔓，以惊人的毅力从悬崖上一点一点爬了下来。两个人

由于均双腿受伤，整整爬行了四天。她们在避开敌人的搜索后，被乡亲们发现，才被接回了家。

另一名英勇跳崖的女游击队员同凤云，在生还后和组织失去了联系，直到几十年后才被组织找

到②。他们不怕牺牲、视死如归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 三) 忠诚于党的坚忍品格

坚定的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灵魂，也是照金精神的核心内容。以刘志丹、谢子长、

习仲勋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充满了必胜的信念。面对屡屡遭受的失败与挫折，他们不

畏艰难困苦，前仆后继，勇往直前。在创建西北根据地的过程中，刘志丹、谢子长多次受到党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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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倾错误的干扰，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和处理。尤其是在西北根据地的错误肃反中，刘志丹、

习仲勋、张秀山等竟被“左”倾路线的执行者关进监狱，受到摧残和折磨。但他们顾全大局，

相忍为党，无怨无悔，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表现出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

中国革命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中王明 “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给我们党以及中国革

命事业带来极大的危害。1935 年 9 月 21 日，陕甘晋省委发出建立政治保卫局工作系统的指示，

颁布红色戒严令，动员政府机构进行肃反。不久，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在肃反中被逮捕，

“陕北严重的错误肃反事件就此铸成”①。西北苏区的错误肃反进行了一个月左右时间，“左”倾

教条主义的执行者先后在前线和后方机关逮捕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刘景范、马文

瑞、杨森、蔡子伟、张文舟、李启明等在内的一大批党政军主要干部，红二十六军营级以上、陕

甘边地方县级以上干部全部被关押。错误肃反严重削弱了党组织和干部队伍，导致军心、民心不

稳。西北革命根据地陷入了内忧外患的严重危机之中。

“满天乌云风吹散，毛主席来了晴了天!”1935 年 10 月，中共中央抵达西北革命根据地后，

得知了陕北“肃反”和刘志丹等被关押的情况，毛泽东当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査、停止杀

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11 月 7 日，中央派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刘少奇等西北中央局党

务委员会委员专程到瓦窑堡解决西北苏区错误肃反问题。11 月 26 日，中共中央以西北中央局的

名义作出关于《检查肃反工作的决定》。11 月 30 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

为刘志丹等平反。多年后，习仲勋在 《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回忆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的伟

大革命实践》一文中无限感慨地说，毛主席挽救了陕北的党，挽救了陕北革命，西北苏区又出

现了团结战斗的新局面。

1943 年 1 月 14 日，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闭幕。闭幕会上，习仲勋同志在热烈的掌

声中登上主席台，从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政府主席林伯渠手中接过了毛泽东主席 “党的利益在

第一位”的亲笔题词。从 1936 年 9 月至 1942 年 7 月，习仲勋担任中共关中分委书记、关中分区

保安司令部政委，期间还兼任了关中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集党政军主要领导职务于一

身，全面主持关中分区工作达六年之久。六年中，习仲勋领导关中分区军民坚决贯彻党的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政策，从实际出发实施了一系列具有关中地方特色的新举措，大力发展关中分区的政

治、经济和文教事业，使关中分区成为陕甘宁边区坚强的抗战桥头堡，为守卫边区的南大门、保

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作出了重要贡献。

尽管生活艰苦，环境危险，但是关中特区充满了积极向上的革命精神。据柯仲平回忆，当年

在关中分区机关所在的旬邑县马栏镇阳坡头村，“敌人在打炮，我们在演戏。习书记 ( 指习仲勋

同志) 还在房子里看《列宁选集》。可以看出，当时大家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②。这种坚忍乐

观的革命精神，也是照金精神的重要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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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洪钧回忆与文稿》，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 年，第 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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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一心为民的工作作风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们党的群众路线。在革命斗

争中，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人始终坚持密切联系群众，一心一意依靠群众，真心实意为群

众谋利益，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真心拥护和支持，为根据地的发展和巩固作出了巨大贡献，成为践

行党的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的光辉典范。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历经磨难和挫折成为土地革命后期全国 “硕果仅存”的红色革命根据地，

除了道路正确之外，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得到人民群众真心诚意的拥护支持是

重要的原因。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同志都是党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的伟大开拓者和坚定践

行者。

1936 年 1 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刘志丹等将领决定组织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渡

河东征，刘志丹被任命为红军东征北路军总指挥兼二十八军军长，率四县集中起来的千人规模的

二十八军东征。临行前，刘志丹给夫人同桂荣写信道: “这次上前线，是再去为我的信念而奋

斗，又一次表白我对国家，对人民，对党的忠诚，为救国救民我可以献出一切。这一去可能时间

很长，战斗也一定很残酷，过去我对你和孩子关心不够，您要谅解。”① 1936 年春，在红军攻打

山西中阳县三交镇时，刘志丹不幸中弹牺牲，年仅 33 岁。刘志丹牺牲的噩耗传来，陕甘苏区中

心瓦窑堡数千人集会追悼，许多人痛哭失声以致于倒地。刘志丹的女儿刘力贞回忆: “那天，满

院子的梨花开着，洁白一片，好像在替父亲戴孝。”② 1943 年 8 月 8 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第二

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指出: “真正的群众领袖，到开追悼会那一天，老百姓会觉得他死了很可

惜……刘志丹同志牺牲后，陕北的老百姓伤心得很，这说明他是真正的群众领袖。”③ 谢子长是

陕北红军和苏区创建人之一，中国工农红军的杰出指挥员。大革命时期，谢子长带领贫苦农民打

击土豪劣绅，赢得贫苦人民的爱戴，被群众亲切地称为 “谢青天”。在长期征战中，谢子长多次

负伤，1935 年 2 月 21 日不幸逝世。同年，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决定将安定县改名为子长县。

1946 年，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在瓦窑堡修建了子长烈士陵园，并举行了隆重的公葬

仪式。

在陕甘边区的革命实践中，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始终把群众的疾苦放在心间，与群

众休戚相关，患难与共。群众见到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人就像见到亲人一样，亲切地

叫他们 “老刘”“老谢” “仲勋”。传唱至今的数不清的陕甘民歌就生动地说明这一点，比如

有这样一首: “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哥哥跟的是咱刘志丹。老刘站在山上喊一声，咱们千家

万户齐响应。”④ 当时，边区政府驻地在南梁堡南边不远处的寨子湾，群众习惯称之为 “南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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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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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其庆: 《人生的底色是追求真理———专访刘志丹独女刘力贞》，《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13 年第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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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习仲勋担任边区政府主席时刚满 21 岁，老百姓都亲切地称他是 “娃娃主席”。在寨子

湾，群众有了困难就赶来找习仲勋，而无论谁来，习仲勋马上就见。边区政府成立之初就颁

布了一项法令: 凡一切党政军干部，如有贪污十元钱以上者枪毙。由于有了这条法令，在党

的干部中没有发生过任何贪污事件。在陕甘革命根据地，共产党和红军在人民群众中间扎下

了深深的根基。

1943 年 2 月，刚担任绥德地委书记的习仲勋就提出 “为五十二万群众服务”的要求，并保

证自己做到，也要求地委机关的工作人员必须做到。1944 年秋，习仲勋在绥德分区司法工作会

议上的讲话中，要求各级党员干部必须站好立场、牢记宗旨，为此还提出了 “把屁股端端地坐

在老百姓这一面”的明确要求。

新中国成立后，从 1949 年 10 月到 1952 年 8 月，习仲勋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西

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北军区政治委员等职。西北局、西北军政委员会领导西北各族人民迅速

医治战争创伤，建立和巩固西北地区各级人民民主政权，开展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土地改

革、“三反”“五反”运动，进行各项民主改革，加强党的建设，努力提高干部队伍素质，改进

干部作风，在西北地区党内形成了做好群众工作的良好氛围。

三、照金精神的当代价值

照金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创造和宝贵精神财富，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

扬。在新时代，继承和发扬照金精神，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 一) 照金精神是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继承和弘扬

照金精神，继承和弘扬了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精神。2018 年 3 月 20 日，习近平在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 “中国人民的特质、禀赋不仅铸就了绵延几千年

发展至今的中华文明，而且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发展进步，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培育、继承、发展起来的伟大民族精神，为中国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提供

了强大精神动力。”① 中国人民以其伟大的历史和创造，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黄河中上游的西

北地区是中华文化的发祥地之一。秦以西北为根据地统一了全国，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从

此，大一统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西北人民为中华民族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诞生在西北地

区的照金精神，也是对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历史延续。

照金精神，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精神。自强不息、艰苦奋斗，是中国

人民的精神，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写照。照金精神，始终贯穿着一种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

革命斗争意志。《易传》中记载: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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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公移山”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毛泽东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闭幕词中用了这个典

故。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强调: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

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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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思想永远不能丢。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不仅是我们一路走

来、发展壮大的重要保证，也是我们继往开来、再创辉煌的重要保证。

照金精神，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追求梦想的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在几千年历史长河

中，中国人民始终心怀梦想、不懈追求，我们不仅形成了小康生活的理念，而且秉持天下为公的

情怀，盘古开天、女娲补天、伏羲画卦、神农尝草、夸父追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等我国古代

神话深刻反映了中国人民勇于追求和实现梦想的执着精神。中国人民相信，山再高，往上攀，总

能登顶; 路再长，走下去，定能到达。”② 在照金，在西北革命根据地，在党的领导和在照金精

神的鼓舞下，革命英雄们像是“盘古开天”一样，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

极大地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为了创造美好新生活而奋起斗争，极大地推动了周边地区乃至陕甘一

带的工农武装革命，最终使陕甘、陕北连成一片，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乃至中国革命胜

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 二) 弘扬照金精神，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伟大实践中得来的，是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多年的持续探索中得来的，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

100 年的实践中得来的，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的 180 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得来的，是在

对 5000 多年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宝

贵成果。弘扬照金精神，是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

应有之义。

1. 弘扬敢于斗争的品格

在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面对险恶的环境，老一辈革命家弘扬独立自主、敢于

斗争的伟大精神，前仆后继，勇往直前，创建革命武装，建立革命政权，创立革命根据地，开展土

地革命，不断把革命斗争引向胜利。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场伟大社会革命，要求我们必须时刻进行具有

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必须让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经风雨、见世面、长才干、壮

筋骨，保持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夺取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新胜利，我们还有

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一切贪图安逸、不

愿继续艰苦奋斗的想法都是要不得的，一切骄傲自满、不愿继续开拓前进的想法都是要不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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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必须善于谋划、积极应对、敢于斗争，打好转危为机、化险为

夷的战略主动战。

2. 发扬不怕牺牲的精神

不怕牺牲是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包括照金革命根据地、陕甘革命根据

地牺牲烈士在内的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2014 年 10 月 3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

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 “我们要在全社会树立崇尚英雄、缅怀先烈的良好风尚。对为

国牺牲、为民牺牲的英雄烈士，我们要永远怀念他们，给予他们极大的荣誉和敬仰，不然谁愿意

为国家和人民牺牲呢?”① 2015 年 9 月 2 日，习近平总书记为抗战英雄代表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胜利 70 周年纪念章并发表讲话指出，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

能没有先锋②。2019 年 9 月 29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

授仪式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③。党和国家历来高

度重视对英雄模范的表彰。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关心、关爱、关怀英雄模范，推动全社会敬仰英

雄、学习英雄，用实际行动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贡献力量。在 2020 年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人们看到了 90 后、00 后的群像。习近平总

书记深有感触: “过去有人说他们是娇滴滴的一代，但现在看，他们成了抗疫一线的主力军，不

怕苦、不怕牺牲。抗疫一线比其他地方更能考验人。”④

3. 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

坚定的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也是照金精神的核心内容。照金革命根据地

由小到大，由弱变强，靠的就是老一辈革命家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在新时代，对党忠诚，就必

须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我们党的历史经验表明，党中央

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得好，党的事业就兴旺发达; 反之，党的事业就遭受挫折。党的十八大

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强调 “四个意识”“两个维护”，提出一系列明确要求，

取得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2020 年 1 月，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

结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政治建设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入阐释 “两个维护”的重大意义，对增强

“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作出重要部署，为全党以统一的意志和行动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不断增

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

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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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照金精神的产生和发展，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充分体现了老一辈无产

阶级革命家艰苦朴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情操和思想品德。在新时代，继承和弘扬照金

精神，就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坚持党

的根本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和论

述，为我们贯彻落实好党的群众路线，推进新时代各项工作指明了方向。总之，只要我们党始终

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深深扎根人民、紧紧依靠人民，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

国理政的全部活动之中，就一定能够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得胜利。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初心和使命，就是要带领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同时进行伟大的自

我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全面从

严治党永远在路上”①。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追求，是共产党人的初心。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就是始终不要忘记我们是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 始终不要忘记实现共

产主义是我们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我们要全面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

方法论，深刻认识实现共产主义是由一个一个阶段性目标逐步达成的历史过程，把共产主义远大

理想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统一起来、同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统一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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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不断增强党自我净

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

力、社会号召力，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

( 陈建波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 晏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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