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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ic 专题

“� �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
盼。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矢志不渝，历久弥新。党

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不断
进取，成功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穿越百年风雨，越走越光明，越走越宽广，直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光辉彼岸。

党的百年奋斗开辟了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是党百年奋斗的主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百年
来，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
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
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 ”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伟大的民
族，有着 5000 多年源远流长的文明
历史， 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
磨灭的贡献。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
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
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
为了拯救民族危亡， 中国人民奋起
反抗，仁人志士奔走呐喊，各种救国
方案轮番出台，但都以失败而告终。
在各种政治力量中， 唯有中国共产
党肩负起了实现救亡图存和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作为马克
思主义政党， 中国共产党摆脱了以
往一切政治力量追求自身特殊利益
的局限，以民族复兴为己任，领导中
国人民展现出同敌人血战到底的气
概、 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
的决心、 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
力， 点亮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灯塔。

一百年来，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
领中国人民， 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
命的伟大成就，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 创造
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
就，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
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创造
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伟大成就，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
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 创造了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
就，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
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 更为坚实
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百年奋斗，沧桑巨变。 中国从四
分五裂、一盘散沙到高度统一、民族
团结，从积贫积弱、一穷二白到全面
小康、繁荣富强，从被动挨打、饱受
欺凌到独立自主、坚定自信，仅用几
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

过的工业化历程， 创造了经济快速
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 今
天， 中华民族向世界展现的是一派
欣欣向荣的气象， 巍然屹立于世界
东方。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2012 年 11 月 29 日， 习近平总
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提
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
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重
要论断，使“中国梦”成为激励中华
儿女奋勇向前的强大精神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
记以宏阔的历史视野、 深邃的战略
思考、坚定的人民情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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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刻阐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内涵、意义、路径、方略，创
造性地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纳
入科学社会主义实践和共产主义征
程，指引方向，揭示规律，擘画蓝图，
明确任务， 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
人民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
解决的难题， 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
而没有办成的大事， 推动党和国家
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发生历史性
变革。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
都更接近、 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提供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 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总结历史经验，不断艰辛探索，
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正确道路，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
果。 这条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
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
逻辑的辩证统一，根植于中国大地、
反映中国人民意愿、 适应中国和时
代发展进步要求， 是加快推进社会
主义现代化、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必由之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
近平总书记把制度建设摆到更加突
出的位置，强调“构建系统完备、科
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
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党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确定为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党的十八
届四中全会对全面依法治国作出明
确部署。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全面
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
历史性成就， 系统描绘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制度图谱。 9 年来，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
导下， 神州大地开启了一场气势如
虹、势如破竹的伟大变革。 以制度建
设为主线，各方面先后出台 2000 多
个改革方案，全面发力、多点突破、
纵深推进， 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
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 坚持
全面从严治党，以踏石留印、抓铁有
痕的劲头抓作风建设， 以零容忍的
态度惩治腐败， 对党进行了革命性
锻造、对军队进行了革命性重塑。 支
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
度不断筑牢、基本制度更加完善、重
要制度不断创新， 各领域基础性制
度框架基本确立，系统完备、科学规
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日渐成型。

奠定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 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 就是要实现国家
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
谋篇布局， 着眼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转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准
确把握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
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加快构建新发
展格局， 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坚定实施科教兴国、创新驱动发
展、区域协调发展等重大战略，打好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
防治攻坚战， 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
族人民砥砺前行、开拓创新，推动中
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轨道， 我国
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和综
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国际形
象极大提升。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持续奋斗， 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
年奋斗目标， 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
成了小康社会， 历史性地解决了绝
对贫困问题， 书写了人类发展史上
的伟大奇迹。 经济总量实现新飞跃，
国内生产总值突破 100 万亿元；发
展方式发生转变，“中国制造” 转向

“中国创造”；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织

就全球最大社会保障网； 生态环境
明显好转， 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
国容颜初显；人民军队淬火成钢，向
着世界一流军队砥砺前行。 这些变
革性实践、 突破性进展、 标志性成
就， 在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具有里
程碑意义，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奠定了更为雄厚的物质基础。 我
们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为中国发展厚
植根基、突破关键，开创民族复兴的
美好未来。

激发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民族的复兴
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 也需要强大
的精神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
党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
点、方法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
时代， 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当代中国马克
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为
我们提供了认识世界、 改造世界的
强大思想武器， 让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历史主动、精
神主动。 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
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
的时代精神， 鲜明提出以伟大建党
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
系， 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在全社会积
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把爱家
和爱国统一起来，锲而不舍、一以贯
之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
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前进提供坚强的
思想保证、强大的精神力量、丰润的
道德滋养。 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
自信，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推动中华
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
活其生命力， 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
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
道， 为人类发展进步提供正确的精
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引导各族人民
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
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以全
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追求和平、追求幸福、奉献世界，
引领人类文明发展新纪元。

（下转 03 版）


