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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学党史，总书记这样身体力行

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百年华诞之际，又一场党内集中教育—

—党史学习教育在全党如火如荼展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足迹遍及革命老区和革命

圣地，重温红色记忆、讲述感人故事、阐释党史启迪，为全党学

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树立了光辉典范。

缘何一再提及这本小册子？

2012 年 11 月 29 日，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习近平总

书记生动讲述了“真理的味道”。“一天，一个小伙子在家里奋笔

疾书，妈妈在外面喊着说：‘你吃粽子要加红糖水，吃了吗？’他

说：‘吃了吃了，甜极了。’结果老太太进门一看，这个小伙子埋

头写书，嘴上全是黑墨水。”指着陈列柜中的《共产党宣言》中文

译本，总书记说，“这人是谁呢？就是陈望道，就是写这本书。”

5 年后，党的十九大闭幕仅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新一届中

央政治局常委专程前往上海和浙江嘉兴。在中共一大会址，总书

记又一次讲起这本小册子的故事。

真理的味道为何如此甘甜？正是因为在寻求救国救民之路的

几经挫折、惨痛血泪中，马克思主义犹如一道刺破暗夜的闪电，

给苦难深重的旧中国带来了犹如久旱逢甘霖的希望。

在岳麓书院凝望“实事求是”匾额有何深思？

2020 年 9 月 17 日，习近平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考察调研，了

解人才培养、文化传承等情况。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2020 年 9 月 17 日下午，千年学府岳麓书院，细雨绵绵，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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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

讲堂前，总书记撑着伞，望着檐上的“实事求是”匾额，久

久凝思。

“毛主席当年就是在这里熏陶出来的，实事求是就来源于这里。

共产党怎么能成功呢？当年在石库门，在南湖上那么一条船，那

么十几个人，到今天这一步。这里面的道路一定要搞清楚，一定

要把真理本土化。”

在七大会址，发出了怎样的感慨？

2015 年 2 月 14 日，陕西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在党的七

大召开 70 周年之际，正在陕西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

这次彪炳史册的会议，把毛泽东思想写在党的旗帜上，见证

了这个年轻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走向成熟的重要进程。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历经考验磨难无往而不胜，关键就在于不

断进行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站在当年的会场，习近平总书记深

有感慨。

在遵义会议会址，阐释历史经验启示

2015 年 6 月 16 日，习近平总书记到贵州考察，第一站就来到

遵义。

按当年场景布置的会议室里，挂着一张当年与会人员的黑白

照片。习近平总书记走近仔细观看：“遵义会议作为我们党历史上

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

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坚定正确的政治路

线和政策策略、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等方面，留下宝贵

经验和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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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2 月 3 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贵州考察。迈步乌

江河畔，望着对岸的悬崖峭壁，总书记感叹：“从这里就可以想象

当年红军强渡乌江有多难！”

百年党史，多少跌宕起伏，几多惊心动魄，绝处逢生、化危

为机靠的是什么？

“遵义会议的鲜明特点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确立党中央

的正确领导，创造性地制定和实施符合中国革命特点的战略策略。

这在今天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意味深

长。

到长征出发地，谈理想信念之火

江西赣州，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高高挺立于都河畔，诉

说着那场伟大的远征。

2019 年 5 月 20 日，习近平总书记乘飞机、坐火车、换汽车，

辗转奔波 7 个多小时来到这里，倾听历史的回响，追寻红色的记

忆。

“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永远不会熄

灭。”习近平总书记动情地说，“这个理想信念我们一定要有，要

把这个火烧得旺旺的。”

专程到雷锋纪念馆，号召学习雷锋精神

2018 年 9 月，在东北三省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专程来到辽

宁省抚顺市雷锋纪念馆，参观雷锋生平和事迹展。在雷锋的手迹、

遗物、照片等展品前，总书记不时驻足观看，提出要把雷锋精神

代代传承下去。

“如果 13 亿多中国人、8900 多万党员、400 多万党组织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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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雷锋精神，都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我们的凝聚力、战斗力将无比强大，我们将无往而不胜。”习近平

总书记说。

一年两到兰考，激励做焦裕禄式的好党员、好干部

河南兰考，一个共产党人的精神地标。 2014 年 3 月和 5 月，

习近平总书记两次来到这里，先后参加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

县委常委班子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题民主生活会。

“焦裕禄同志生活简朴、勤俭办事，总是吃苦在前、享受在

后。他的衣、帽、鞋、袜都是拆洗多次，补了又补、缝了又缝。

他严守党纪党规，从不利用手中权力为自己和亲属谋好处。”在兰

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深情讲述了焦裕禄清廉为

官的故事，激励大家努力做焦裕禄式的好党员、好干部。

来到半条被子故事发生地，感悟初心使命

1934 年 11 月，途经湖南省汝城县沙洲村的 3 名红军女战士借

宿村民徐解秀家中，临走时把仅有的一条被子剪下一半留给她。

2016 年 10 月，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讲起这段历史，“当时我在讲的时候，就深受感动”。

4 年后的秋天，习近平总书记赴湖南考察。一到当地就直接赶

往沙洲村，走进“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站在红军女战

士剪被子送村民的雕像前面，习近平总书记感慨地说：“红军在自

己缺吃少穿、生死攸关的情况下，心里还是想着老百姓的冷暖。

一枝一叶总关情啊！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队伍，我们共产党人和

老百姓的感情就是共用一条被子的感情。”

参观淮海战役纪念馆：好好回报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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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于江苏徐州凤凰山东麓的淮海战役纪念馆内，习近平总

书记重点参观了人民支前等板块。一件件实物、一张张图片、一

个个场景，再现了那场会师淮海的决战。统计显示，淮海战役动

员民工 225 万人、大小车辆 40 多万辆。这些车首尾相接，按两路

纵队，能从南京一直排到北京。

习近平总书记一边听讲解，一边询问有关细节，他深情地说，

革命胜利来之不易，靠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一大批将帅之才和

战斗英雄，更靠人民的支持和奉献。淮海战役就是小推车推出来

的胜利。我们要好好回报人民，让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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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福建考察时强调学史明理

仲春时节，八闽大地一派勃勃生机。

2021 年全国两会后的第一次外出考察调研，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了福建省。

福建，这是一块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圣地，全省有 70 个

老区苏区县（市、区），其中原中央苏区县（市、区）37 个。革命

战争年代，福建参加革命战争的红军、新四军、游击队 10 万多人，

其中参加长征 3 万多人。

在南平、在三明、在福州，红色记忆深深融入人们的血液，

成了一种挥不去、化不开的浓厚情感。

“福建是革命老区，党史事件多、红色资源多、革命先辈多，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具有独特优势。要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做到学史

明理，明理是增信、崇德、力行的前提。”3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

记听取福建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

早在 2014 年 11 月 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工作结束

时就讲话指出，“福建这片热土孕育了许多先进人物，谷文昌同志

就是一个，我多次提到过他的事迹。他在东山县工作了 15 年，带

领全县人民拼搏奋战，把一个荒漠化的孤岛变成半岛，并建成了

海上绿洲，使群众摆脱了世代逃荒要饭的苦日子，也为后来的发

展打下了基础。谷文昌同志的事迹同焦裕禄、杨善洲同志的事迹

一样，展示了一名共产党员和一名领导干部的坚强党性、远大理

想、博大胸怀、高尚情操。”

我们党历来重视党史学习教育，注重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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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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不久前召开的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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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切实

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3 月 23 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来到三明市沙县总医院、夏茂

镇俞邦村、沙县农村产权交易中心，了解当地开展医药卫生体制

改革、推进乡村振兴、深化林权制度改革等情况。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福建工作 17 年半。1996 年 5 月至 2002 年

6 月，他走遍了福建三明的 12 个县（市、区），到过 62 个乡镇和

村。

时任泰宁县新桥乡岭下村村支书的黄建华清晰记得当年一幕。

1999 年 7 月 7 日，酷暑难耐。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

坐了近 2 个小时的车，一路颠簸来到村里调研，看望村里当年的

老游击队员黄炳茂，并在村里深入座谈。习近平同志嘱咐说：“村

支书是党最基层的干部。我也当过村支书，村里的工作千头万绪

不容易。村支书要时刻考虑村民的利益，要抓好新农村建设。有

什么困难，找上级党委支持和协助。”

这次调研后，习近平同志专门召开了调研老区工作汇报会，

提出“三个不要忘记”——不要忘记老区，应该积极发展老区建设；

不要忘记老区人民，不断改善他们的文化经济生活；不要忘记“五

老”和这些革命老干部，发挥他们的余热，关心他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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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0 月 3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古田同老红军、军

烈属和“老地下党员、老游击队员、老交通员、老接头户、老苏区

乡干部”代表座谈时讲话强调，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老区，永远不要

忘记老区人民，要一如既往支持老区建设，关心老红军、“五老”

同志和军烈属的生活，经常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请他们言传

身教，确保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薪火相传。

殷殷关切，化作奋进的力量。

如今的福建是一片孕育生机与活力的改革沃土，是一方山清

水秀、人民幸福的美丽家园。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

一切依靠人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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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

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 14 亿中国人

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在武夷山，春茶长势喜人；在沙县，小吃街上游人喜气洋洋；

在福州，郊野福道上处处可见运动健身的市民……

风展红旗如画，如今的八闽大地到处是一派安居乐业的景象。

这一切，不正是当年党带领人民浴血奋战所要实现的“主义”吗？

(来源：人民日报客户端)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党史学习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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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读书班精神传达提纲

3 月 27 日至 31 日，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在省委党校（山东行

政学院）举办党史学习教育专题读书班，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论述，聚焦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

崇德、学史力行，重温我们党走过的百年光辉历程，深刻体悟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力，在学习领悟中坚定理想

信念，在奋发有为中践行初心使命，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一百周

年。

省委书记刘家义参加读书班学习并谈了学习体会，省委副书

记、省长李干杰作总结讲话，省委副书记杨东奇参加。

刘家义说，在庆祝我们党百年华诞的重大时刻，在“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正当其时、

十分必要。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扎

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自觉把学习党史与学习新中国史、改革开

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结合起来，把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

崇德、学史力行，与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贯通起来，

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奋进的信心、勇气和力

量。

刘家义说，在学习中我不断地思考，在百年沧桑中，中国共

产党为什么能历经千难万险，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中国共产党

为什么能始终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成为中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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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坚强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历经百年依然风华正茂、朝

气蓬勃，保持奋进姿态、蕴含无穷力量？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功勋

至伟依然不停歇地接续奋斗，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

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这其中的奥秘，在于强大的真理伟

力、坚强的领导核心、不变的根本宗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大无畏的自我革命精神、严明的纪律规矩，等等。

刘家义说，正是因为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之本，不

断推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才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明确的

奋斗方向、有力的思想引领，才能一步步坚定走来并朝着远大目

标奋勇向前。这些年，山东各领域各方面呈现出一系列趋势性、

关键性变化，根本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

学指引。我们要深刻体悟党的创新理论，在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下功夫，切实用以武装头脑、指

导实践、推动工作。正是因为我们党有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全

党上下维护核心、紧跟核心、看齐核心，才有了党的团结和集中

统一，形成了万众一心、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我们必须坚决维

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决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

刘家义说，正是因为我们党来自于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

民，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使命，才

赢得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和支持，拥有了雄厚根基和力量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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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时刻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上，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都

要从群众利益出发，充分尊重群众意愿，以为民办事的实际行动

践行党的宗旨、践行初心使命。正是因为我们党坚持一切从实际

出发，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摸透真实情况，把握客观规律，与时

俱进、改革创新，才确保了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我们要坚

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面了解实际、掌握实际，善于发现规

律、把握规律，讲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

刘家义说，正是因为我们党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

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随时纠正前进

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和偏差，才保持了无限的生机和活力。我们要

经常对照检视，自觉加强党性修养，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

器，主动接受各方面监督，依法依规履行好党和国家赋予的各项

职责。正是因为我们党有严明的纪律规矩，始终把纪律规矩作为

底线和红线，做到令行禁止，注重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深入推

进全面从严治党，才保持了强大凝聚力和战斗力，取得了一个又

一个胜利。我们要时刻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强化纪律意识，维

护好党的纪律规矩的权威性和严肃性。我们要珍惜实践中形成的

宝贵经验，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素养，更加奋发有为地做好各项

工作，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应有的贡献。

李干杰在总结讲话时说，这次专题读书班举办得很圆满、很

成功，各位学员都有新的收获、新的提升。大家边聆听、边领悟、

边学习、边思考，进一步统一了思想认识，坚定了信仰信念，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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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了初心使命，增强了斗争精神，强化了责任担当。大家要紧扣

本地区、本领域、本部门、本单位实际，做好学习成果转化文章，

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做到“两个维护”的内在自觉，转化为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转化为改革开放创新的强大动力，转化

为为群众办实事的实际成效，转化为应对风险挑战的斗争本领，

转化为勇于担当实干的良好作风。要在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

同时，着力抓好政策落实，抓好项目建设，抓好扩大消费，抓好

外贸外资，抓好乡村振兴，抓好生态保护，抓好民生改善，确保

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报：院领导

发：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各系部、处室。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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